
2006 年的夏天热浪逼人袁 高温难
耐袁 但作业环境气温高达 40 多摄氏度
的炉修厂生产一线员工却仿佛感到一
阵凉风吹来袁心情十分的惬意遥 因为该
厂后勤服务部门克服没有食堂等诸多
困难袁把绿豆汤尧冰粉送到了施工现场袁
使挥汗如雨的员工们喝上了解暑的绿
豆汤和冰粉遥由后勤服务部门向施工现
场提供自制的解暑饮料袁这在炉修厂建
厂以来还是第一次袁 也是一年多以来袁
炉修厂领导班子以人为本袁构建和谐企
业的一个缩影遥
关心员工 用爱心构建和谐
2005年 11月袁炉修厂新领导班子

上任伊始袁就把稳定员工队伍袁构建和
谐企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遥他们不
空喊口号袁不做表面文章袁从实事做起袁
从员工最关心尧最直接尧最现实的问题
入手遥 由于
历史原因 袁
扎固尧 大修
两个车间建
厂时就没有
厕所袁对此袁
厂领导想方
设法筹措资金袁精心选择地址袁很快就
建好了厕所袁 解决了员工 10 多年来入
厕难的问题袁得到员工们的交口称赞遥

在尊重员工尧理解员工尧关心员工
的思想指导下袁厂领导班子陆续解决了
其它一些员工们关心的饮水问题尧更衣
箱问题等遥 同时袁还对分厂办公楼的环
境进行了改造袁养花护草袁为员工营造
了一个良好的生产尧工作环境遥

厂领导班子成员还坚持野五必谈冶尧
野五必访冶袁慰问住院员工袁走访慰问生
活困难员工遥 全年共看望住院员工尧慰
问生活困难员工 36 户袁为 21 名生活困
难员工解决了困难补助金袁使员工深切
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遥
联系员工 三条渠道促和谐
人的和谐是最大的和谐遥为更好地

了解员工的想法袁 倾听员工的呼声袁炉
修厂领导班子决定将每周三定为员工
接待日袁 在各车间设置群众意见箱袁各

车间党支部每个季度召开一次员工座
谈会袁以广泛收集员工意见遥

员工接待日尧 群众意见箱尧 员工
座谈会三条对话渠道的开通 袁 使领导
班子能够零距离接触员工遥 通过对话袁
员工们感受到了领导班子的爱心尧 耐
心和诚心袁 因而针对如何搞好炉修厂
的生产袁 如何降低成本袁 工作中有何
困难袁 踊跃提出建议遥 厂领导班子对
员工所提的合理建议袁 积极给予解决袁
全年共收到员工所提建议 156 条袁 解
决落实了 114 条袁 如夏季防暑药品问
题袁 冬季夜间烤槽配备大衣问题等等遥
对于员工所提的医改问题 袁 子女就业
问题袁 厂领导班子也从大局出发袁 向
员工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遥

三条对话渠道的开通袁使员工对企
业有了依存感尧信任感遥 厂领导班子也

通过对话及时了解了情况袁因而也就能
够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袁为消除了员工
思想中的不稳定因素袁 稳定员工队伍袁
构建和谐企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激励员工 岗位成才奔和谐
构建和谐企业袁 就要全面提高员

工的综合素质袁 努力实现员工的自身
价值袁 在加强员工队伍建设中袁 炉修
厂领导班子把 野抓培训尧 提素质冶 列
为主要基础工作袁 为员工的发展成长
提供和谐的环境遥

厂领导班子结合炉修厂实际袁着眼
于企业长远发展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提
升企业员工综合素质的新思路尧 新方
法袁不断完善培训渠道和方式遥 对管理
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采取参观学习与
电化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袁开阔了大家的
视野袁看到了不足袁增加了紧迫感遥

对受聘工程技术人员要求他们年
终提交论文或工作总结袁并公开进行考

核袁肯定成绩袁找出不足袁使受聘工程技
术人员不断提高业务水平遥

对一线员工袁 举办培训班袁 除派
骨干外出参观学习外袁 还鼓励尧 支持
他们参加各种技能大赛 袁 对取得技师
任职资格由于名额所限不能聘任的员
工袁 每人每月增发 50元薪金袁 以鼓励
员工学习技术的积极性遥

由于厂领导班子在提升员工素质
上采取多种激励措施袁激发了员工学技
术尧学业务的积极性遥 大修车间受聘支
持工程师谢勇由于业务能力突出袁荣获
贵铝野十佳青年冶称号袁在分公司第三次
科技大会上袁 获管理创新二等奖一个袁
四等奖三个袁 技术创新二等奖一个袁技
术改进二等奖一个遥 有 20 名员工取得
技师任职资格袁其中赵煦华尧陈树宏在
技能大赛中成绩优异袁被贵州省社会劳

动保障厅授
予 野贵州省
技术能手 冶
称号遥目前袁
在炉修厂 袁
学习已经成
为工作内容

的一部分袁学习已成为衡量工作优劣的
一个标准袁形成了一种人心思学尧人心
思进尧和谐发展的良好学习氛围遥
润物无声 上下齐心绘和谐
一个企业是否和谐袁在于领导与员

工是否和谐袁在于企业员工是否敬业爱
岗遥 2006 年 8 月袁炉修厂接到碳素厂阴
极焙烧炉改造任务袁工期要求紧袁质量
要求高袁又时值高温季节袁两个筑炉车
间的员工袁冒着三伏天的酷暑袁克服施
工点远袁材料提供不及时袁施工现场高
温闷热等诸多困难袁即没有耽误电解槽
内衬大修袁又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了阴极
焙烧炉改造任务遥体现了一个和谐企业
员工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遥

构建和谐企业袁 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袁不可能一蹴而就遥 构建和谐可以凝
聚人心袁可以团结力量袁只要坚持下去袁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袁必将是一个充满活
力尧蓬勃向上尧充满和谐氛围的炉修厂遥

润物细无声 和谐促发展
———炉修厂领导班子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纪事

◇ 马 利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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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改制以来袁 机械厂认真贯彻落实
分公司各项生产经营管理决策袁 相继克服了
员工总数大幅度减少尧 生产任务大幅度增加尧
分公司尧 分厂经营效果考核力度逐年加大 尧
原材料大幅涨价并保持高位运行尧 市场竞争
越来越激烈尧 长时间限电等重大困难袁 坚持
服务分公司全局的立厂宗旨袁 在放开经营道
路上积极探索袁 勇于实践袁 以坚强的意志和
顽强拼搏的精神袁 创造了可喜的生产经营成
绩袁 连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分公司下达的各项
生产经营任务和考核指标遥

要要要连年保持稳产高产遥 五年累计完成
机械产品产量 31435 吨袁 平均每年完成 6287
吨遥 在员工总数减少约 1/3 的情况袁 平均每
年比改制前的 2001 年增产了 965 吨 袁 其中
2004 年由于承担了大量四电解工程项目袁 当
年产量比 2001 年净增 3069 吨遥 人员大幅度
减少袁 产量却大幅度增加袁 生产效率显著提
高袁 可见改制使该厂广大在职员工的生产工
作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和激发遥

要要要取得显著经营效果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
五年中机械厂实现销售收入 2.7亿元以上袁 平
均每年约 5500 万元袁 与改制前的 2001 年相
比袁 年均增长 1000 万元以上遥 五年来袁 该厂
在年年圆满完成了分公司核定内部利润考核
指标 渊亏损基数冤 的基础上袁 累计实现减亏
417万元遥

要要要市场开发成绩斐然遥 改制以来的五
年中袁 除 2004 年有四电解工程项目袁 机械厂
当年的生产任务十分饱满外袁 其余几年的分
公司内部订货任务量都严重不足袁 即使加上
追加订货袁 每年仍然存在 2000 吨左右的生产
缺口 ,必须通过对外部市场的开发来填补遥 据
不完全统计袁 五年来袁 机械厂发挥主观能动
性袁 积极主动参与市场竞争袁 在省内的贵阳尧
遵义 尧 凯里 尧 六盘水等地区和青海 尧 福建 尧

湖南尧 四川 尧 重庆尧 广西等周边省 渊市 尧 区冤 的有色尧 水电尧 煤
电尧 机械等行业 20 多家省内外企业袁 成功进行了市场开发袁 争取
到订货总量 7000余吨袁 为确保机械厂规模效益提供了重要保证遥

要要要实现跨越式技术升级遥 一是技术装备实力显著提升遥 五年
来袁 机械厂在分公司关怀下袁 加大更新改造力度袁 新购置了数控加
工中心尧 多嘴切割机尧 粗糙度检测仪尧 二氧化碳保护焊机尧 自动焊
接中心尧 轧辊磨床等等一批现代化的新设备袁 同时袁 积极做好这些
新设备相应新工艺尧 新技术的吸收尧 掌握和转化袁 使我厂技术尧 装
备实力显著提升遥 二是新产品技术开发能力显著增强遥 五年中 ,该厂
先后成功进行了无磨损定容下料器尧 新型高锰钢衬板尧 高 渊低冤 铬
球尧 电 渊汽冤 动真空抬包尧 阀体尧 阀座尧 阀箱尧 双金属衬板尧 扬料
板尧 汽缸等一大批新产品技术开发遥 其中无磨损定容下料器获得国
家新型实用技术专利曰 阀体尧 阀座尧 阀箱实现了进口备件国产化曰
新型高锰钢使用寿命比传统高锰钢大大延长袁 同时还取得了一批有
相当分量的技术创新成果遥

要要要企业管理跃上新台阶遥 五年来袁 机械厂结合自身实际袁 坚
持以基础管理和专业管理为强力支撑袁 健全各项管理标准袁 理顺管
理流程袁 进一步夯实现场管理尧 野两化冶 无泄漏三项基础管理袁 强
化专业管理遥 在此基础上袁 该厂紧跟分公司现代管理步伐袁 按照分
公司统一部署和安排袁 积极推进 野设备四达标冶尧 野5S冶尧 野TPM冶尧
清洁生产尧 野ERP冶 和 野404冶 项目等现代管理工作袁 建立健全了
质量尧 职业健康安全环境和计量控制各个管理体系袁 并实现了有效
运行和持续改进遥 这些管理工作的开展袁 促使机械厂企业管理跃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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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后的五年袁 是氧化铝厂
全体员工更新观念尧 敢为人先尧
勇于探索尧 创新求强的五年曰 是
不畏艰难 尧 百折不挠 尧 愈挫愈
奋尧 创业不止的五年曰 是阔步前
进尧 勇立潮头尧 决战决胜尧 迅速
发展的五年遥 在厂党委和分公司的正确领导
下袁 氧化铝厂始终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袁 以
提产增效为第一目标袁 以昂扬向上的朝气袁 求
真务实的正气袁 迎难而上的勇气袁 真抓实干的
风气袁 建章立制抓落实袁 齐心协力夺高产袁 一
年一个新台阶袁 每年递增 10 万吨产量袁 不断
刷新历史纪录袁 2006年突破百万吨历史大关袁
在氧化铝生产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遥

要要要生产规模不断壮大袁 产量连创新纪
录遥 改制后的五年袁 是氧化铝厂自投产以来发
展最快尧 变化最为显著的五年遥 在厂党委和分
公司的正确领导下袁 氧化铝厂全体员工团结一
致尧 奋力拼搏袁 战胜重重困难袁 攻克道道难
关袁 促进生产不断向前发展袁 产量连创历史新
高袁 以每年 10 万吨的增长速度袁 一年实现一
个大跨越遥 2002 年二溶出系统投产运行袁 实
现了半年内达产达标袁 形成了年产氧化铝 50
万吨的生产能力遥 当年完成成品氧化铝 65.5
万吨 曰 2003 年充分发挥先进装备技术潜力 袁
提高产量袁 完成成品氧化铝 75.2 万吨曰 2004
年 6 月 7 日袁 一溶出系统的试车投产袁 标志着
氧化铝 80 万吨生产能力正式形成袁 同时创造
了该技术一次试车成功尧 一周内达产达标的世

界先进水平 遥 当年完成成品氧化铝 85.05 万
吨曰 2005 年攻克薄弱环节 袁 打通瓶颈工序 袁
挖掘生产潜力袁 完成成品氧化铝 94.23 万吨曰
2006 年大力开展技术创新 袁 优化技术指标 袁
进一步挖掘混联法生产优势袁 产量一举突破一
百万吨袁 完成成品氧化铝 102.4 万吨袁 超设计
产能 28%袁 产量比改制前增长了一倍 渊 2001
年 510090吨冤遥

要要要主要指标不断优化袁 节能取得新成
效遥 氧化铝厂以创建节约型企业为目标袁 不断
优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手段袁 制定相应措施
并逐一加以落实袁 使氧化铝综合能耗比 2001
年整整降低了 300kg 标煤/t-AO袁 取得了显著
的节能降耗效果遥 通过对沸腾焙烧炉的供油系
统尧 喷枪尧 加热技术进行改造袁 实施 野重油国
产化冶 攻关袁 不仅实现了全部重油国产化袁 每
年节约采购成本 800万元以上袁 而且使重油消
耗比 2001 年降低了 2.23 kg/t-AO袁 比设计油
耗降低了 2.77 kg/t-AO曰 通过狠抓节水治水袁
先后实施了外排污水回收利用系统改造尧 生产
和设备所用再生水技术改造等节水措施袁 不仅
保持了污水 野零排放冶 目标袁 而且使新水消耗
比 2001 年降低了一倍袁 有效节约了水资源 曰

通过不断开发高效的蒸
发技术和系统余热再利
用技术袁 以及提高混合
精液氧化铝浓度创新技
术的应用等袁 使蒸汽消
耗 比 2001 年 降 低 了
1.17 t/t -AO曰 通过对
生料浆调配技术攻关 尧

烧成窑集中看火技术创新应用尧 燃煤制备及输
送技术改造应用等 袁 使烧成窑洗精煤耗比
2001 降低了 112kg/t-AO 曰 通过优化设备配
置袁 采用先进的节电技术袁 完善管理袁 使氧化
铝综合电耗比 2001 年降低了 45kwh/t-AO遥

要要要运行机制不断完善袁 管理跃上新台
阶遥 氧化铝厂利用改制契机袁 对业务流程进行
整合袁 先后合并了 17 个科室袁 由改制前的 30
个科室整合为现在的 11 个科室袁 车间由改制
前的 28个车间整合为现在的 24 个车间袁 不仅
精简了大量管理人员充实到基层袁 而且提高了
办事效率遥 建立尧 修订尧 完善了一批符合氧化
铝厂实际的管理制度尧 工作标准及考核办法袁
先后制定了车间尧 科室领导离任审计管理制
度尧 野三四五冶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尧 技术指标
考核办法尧 设备奖励办法等遥 完善实施了职业
安全健康尧 环境卫生尧 质量管理等三大体系袁
形成了依法治企尧 有章可循尧 照章办事的管理
体系袁 夯实了基础管理袁 使企业管理水平跃上
了新台阶遥

要要要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袁 科技取得新成
果遥 紧紧围绕生产实际袁 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
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袁 以解决生产运行中的技术
难题和薄弱环节为突破口袁 开展了全员参与的
技术创新和技术攻关活动袁 几年来解决了部分
长期制约生产的瓶颈环节和技术难题袁 使氧化
铝厂主要技术装备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袁 取得
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尧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的技术创新成果遥 其中 叶混联法生产砂状氧化
铝工艺技术开发应用曳尧 叶氧化铝含碱废水零
排放技术开发与应用曳尧 叶管-板式降膜蒸发

器研究应用曳 等
一批重大创新技
术应用于生产 袁
为氧化铝提产 尧
提质尧 降耗做出
了贡献袁 不断增
强了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遥 改制五年以来袁 先后有
11 项成果通过了有关专家鉴定袁
有 1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袁 有 2 项成果获国家有色行业
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袁 有 1 项成
果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袁 有

2项成果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袁 有 3 项成
果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袁 同时还申报了
48项专利技术遥

要要要队伍建设不断加强袁 员工激发新活
力遥 几年来氧化铝厂 不断加强三支队伍建设袁
有效开发人力资源袁 加大培训力度袁 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袁 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袁 提高了队伍
的战斗力遥 在 2004 年 3月 18日因外部重大停
电事故抢险过程中袁 广大员工临危不惧袁 沉着
应对袁 连续奋战七昼夜袁 取得了在最短时间内
恢复生产尧 把事故损失降到最低的重大成绩遥
2006 年 8月 14 日两条供水管道相继爆管袁 连
续停水 31 小时袁 氧化铝厂创造了不停车且生
产保持稳产的奇迹遥 实践证明袁 氧化铝厂全体
员工是一支决战决胜尧 吃苦耐劳尧 勇于拼搏的
队伍曰 工程技术人员是一支勇于创新尧 团结奋
进尧 技术过硬的队伍曰 各级干部是一支雷厉风
行尧 善于管理尧 团结协作的队伍遥

要要要环境面貌不断改善袁 企业树立新形
象遥 氧化铝厂从拆除厂区围墙入手袁 逐步对厂
区环境进行绿化尧 美化尧 亮化袁 改善了厂区环
境面貌遥 实施 野绿化冶 工程袁 种植花草树木袁
共计新增绿化面积 8万余平方米袁 使厂区内外
绿树成荫袁 繁花似锦袁 花园式工厂初具规模曰
实施 野美化冶 工程袁 对厂区管网尧 厂房进行防
腐处理袁 统一标准袁 统一颜色袁 对员工休息
室尧 待机室进行整修袁 共计整修操作室尧 待机
室 57间袁 为员工营造了舒适的厂区工作环境曰
实施 野亮化冶 工程袁 投入 180万余元资金更换
了厂区主干道路灯和厂房照明袁 使厂区夜晚亮
如白昼遥 氧化铝厂投入 1200 余万元资金对熟
料尧 石灰尧 氧化铝三大粉尘污染进行治理袁 逐
步对烧成窑尧 石灰炉尧 沸腾炉电收尘设施进行
改造袁 确保烟气 100%达标排放袁 有效解决了
粉尘对厂区环境的长期污染袁 逐步树立了与先
进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形
象袁 为打造分公司 野天蓝 尧 地绿 尧 人和尧 业
兴冶 发展目标做出了不懈努力遥

氧化铝厂改制五年跃上六极
□ 罗守敏 赵光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