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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白泉 邓小
英）2007 年 12 月 27 日，
正是隆冬时节，平果铝基
地寒风袭人，细雨纷飞。国
务院国资委纪委书记贾福
兴在中国铝业公司党组书
记、总经理肖亚庆的陪同
下，冒着寒风细雨，深入到
中铝广西企业（平果铝）的
厂矿生产现场进行了细致
地考察。
随同考察的人员还有

国资委规划发展局局长王
晓齐、中铝公司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张程忠、中铝股
份公司总裁助理谢洪等领
导。
贾福兴、肖亚庆一行

首先来到中铝广西分公司
的矿山部二期洗矿场地，观看了二期浓缩池以及露
天洗矿场正在洗矿的过程。贾福兴向中铝广西企业
领导瞿向东、黄振彬、程运材了解了平果铝土矿开
采的情况，以及洗矿、碎石的过程。在沿路途中，矿
山部采空区经过复垦后，一畦畦整齐而嫩绿的芥
菜、生菜、莴苣菜长在翻新的红土上，显得格外惹人
喜爱。不顾泥泞成桨的路面，贾福兴、肖亚庆下车饶
有兴致地在一块菜地旁停留下来，当听到平果铝采
用“以租代征”，复垦还田，把采空区的土地还给农
民的做法，减少企业用地成本时，贾福兴颔首称赞。
肖亚庆告诉贾福兴，这是平果铝造福百姓、复垦还
田的成果，是中铝公司造福百姓、承担社会责任的
体现，中铝公司还将在其他分公司推广这一做法。

考察完铝土矿的生产流程后，贾福兴、肖亚庆
还登上了氧化铝焙烧炉顶，观看了生产厂区的全
景，瞿向东细致地介绍了氧化铝生产的工艺流程。

在 320千安电解槽现场，贾福兴叮嘱生产中要
节能降耗、减少排放。肖亚庆说，电解铝厂是中铝公
司实行标准量化管理试点单位，标准量化实施后，
电流效率、各项消耗取得很好的成效。贾福兴、肖亚
庆还来到平果铝业公司铝合金厂观看了铝合金产
品的生产。在铝合金厂厂房里，一捆捆银光闪闪的
铝合金棒整齐地堆放着，公司领导黄振彬、刘晓辉
介绍了铝合金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
在短短两个小时的考察中，中铝广西企业现代

化铝冶炼火热的生产现场给贾福兴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贾福兴、肖亚庆考察平果铝
本报讯（邓小英）12月 27日，中铝公司第二

轮铝电解节能减排启动会在平果铝召开，中铝
公司总经理肖亚庆在启动大会上对节能减排工
作提出重要指导意见。

中国有色金属协会钮因健副会长、中国工
程院张国成院士、来自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和有色报等新闻媒体的
记者应邀出席大会。中铝广西企业领导及中铝
公司成员单位的领导出席了会议。

中铝股份公司副总裁刘祥民作了题为《大
力推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为公司电解铝实现
节能减排目标做出贡献》的动员。刘祥民指出，
中铝公司在中铝广西企业组织召开《电解槽三
度寻优控制技术》项目验收会和中铝公司第二
轮铝电解节能减排启动会，目的是贯彻落实公
司《“十一五”循环经济推进计划》和肖亚庆总经
理在中铝公司节能减排动员会上的讲话精神，
确保完成国家给公司下达的“十一五”节能减排
的目标，以此带动和增强我国电解铝工业的竞
争力。

2005年到 2007年三年中，中铝公司组织召
开了五次的电解铝节能降耗综合技术交流推广
会，先后推广应用了强化电流技术、阳极底部开
槽技术和电解铝铸造免打渣等 12项技术，实现
了不同成分的石墨质阴极和石墨化阴极生产技
术的产业化，初步建立了一整套公司大型铝电
解槽运行和管理的理念和管理办法，全面推进
了各成员企业的技术共享,保持了公司电解铝技
术经济指标全面优化、节能减排成效明显、科技
研发水平不断进步的良好态势 。

2007年，中铝公司铝锭综合交流电耗、氟化
盐消耗、原铝炭阳极净耗等节能减排关键指标
与 2004年指标相比，均有大幅下降，每年减少
近万吨含氟固体废弃物排放，取得了巨大的环
境效益和消减十余亿元的成本贡献。虽然经过
第一轮节能减排技术的实施，中铝公司电解铝
生产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与国际领

先水平比电解铝综合电耗还有将近 200
kWh/t的差距。公司平均电流效率与国外领先
水平相比还有约 2%的差距, 在生产过程管理及
作业习惯上也存在较大差距。
为此，中铝公司部署了第二轮电解铝节能

减排工作目标是：到 2010年，第二阶段节能降
耗工作结束，公司电解铝技术总体水平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原铝综合交流电耗要低于 14300
kWh/t，吨铝节电 250kWh以上；氟化盐消耗再
降低 4公斤，槽寿命达到 1900天以上；阳极效
应系数降到 0.08次 /槽·日以下，实现大幅度减
排；废槽衬基本实行无害化处理，实现无废渣排
放。
中铝公司将以《电解槽三度寻优控制技术》

为突破口加强技术研发和技术推广，大力开展
第二阶段的电解铝节能降耗工作，计划在年内
分批全面推广应用这一技术。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把节能减排工作继续

做好，在公司更广泛的范围内、在更深的层次上
推广和应用。肖亚庆总经理指出，中央企业要把
落实国家发展规划的作为企业的重要责任，要
认真做好节能减排工作。要解放思想，改变我们
的传统观念。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在高耗能
的行业里真正地把节能减排工作做好了，才是
对整个国家和整个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做出突
出贡献。我们要从科技创新上寻找节能减排的
新出路，打破原有思想。如中铝广西企业有着得
天独厚的条件，右江就在身旁，水源丰沛。中铝
广西企业一直在努力使工业用水实现循环使
用，一吨都不排到外面去。企业不但承担了社会
责任，很重要的是还产生了经济效益。我们明年
节能减排的工作目标是，要在全公司实现废水
零排放，这是对历史负责。各单位要像广西企业
一样，力争做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企业。
我坚信，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我们在节能减排
工作上将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成为央企节能
减排的表率。

中铝公司第二轮铝电解节能
减排启动会在平果铝召开

本报讯（白泉 邓小英）“等重组合并、氧化
铝三期项目建设、电解铝二期上马这几件大事做
好了之后，平果铝在现有的基础上，会建设成为
一个世界级的、先进的铝生产基地。”2007年 12
月 27日，在中铝广西企业干部大会上，中铝公司
总经理肖亚庆为平果铝未来发展勾画了美好的
蓝图。

中铝公司总经理肖亚庆听取了中铝广西企
业领导关于中铝广西企业工作的汇报，随后，肖
亚庆总经理在中铝广西企业干部大会上发表了
重要讲话。
在汇报会上，中铝广西企业领导瞿向东、黄

振彬分别汇报了中铝广西分公司和平果铝业公
司全年的生产经营管理情况。中铝广西两企业均
胜利超额完成全年的生产经营任务，主要产品氧
化铝、电解铝、铝合金棒产品产量均创历史新高，
各项指标进一步优化，生产成本、能源消耗进一
步降低，节能减排取得突出成绩，安全环保工作
取得了好成绩。瞿向东、黄振彬着重汇报了 2007
年中铝广西企业工作呈现的突出亮点。瞿向东还
谈了工作体会以及 2008年的工作思路，并反映
了氧化铝三期人员的调配、两公司合并重组、资
源盗采现象严重、铝土矿开采的方式、上自备电
厂、电价上涨对电解铝二期的影响等方面存在的
困难。

中铝公司总经理肖亚
庆充分肯定了中铝广西企
业所作的工作，他说，中铝
广西企业按照中铝党组的
要求各方面工作在扎实推
进，特别是在十七大精神
鼓舞下，生产任务完成得
好，各项指标完成得好，工
作思路统一。在具体的项
目上工作亮点突出，要加
以认真总结，为 2008年的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在中铝广西企业干部
大会上，肖亚庆总经理精
辟地分析了世界有色金属
发展的形势，中国有色金
属所处的环境，以及中国

铝业公司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他对中层以
上干部具体谈了五个方面的要求。

在谈到平果铝的发展时，肖亚庆说，上市之
初到现在，平果铝企业的变化很大，氧化铝产量
在明年三期建成后将达到 180万吨，通过技改有
望达到 200万吨。我们现在正在谋划电解二期的
建设，如果电的问题解决了，电解铝就会得到很
大的发展。肖亚庆强调，平果铝企业有几件重大
的事情正在进行。第一件事情就是企业的重组。
平果铝企业重组的条件已经成熟，上市公司不断
发展壮大，上市后氧化铝二期、三期都进行得很
顺利，未来的发展项目也在规划中。存续企业经
过大家艰苦努力，不断改革创新，也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所以减少两公司间的关联交易额度，如
何更加充分地发挥平果铝企业的整体功能，不仅
仅是中国铝业公司的第一家，也是中国企业里存
续企业和上市企业进行重组的一个典型的范例。
所以，需要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来找出好
的思路。第二件大事就是要加快氧化铝三期项目
的建设，确保在既定的时间、质量、投资范围内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第三是不断完善氧化铝产业
链，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实现电解二期的项
目。等这几件大事做好了之后，平果铝将会建设
成一个世界级的、先进的铝生产基地。（肖亚庆总
经理的讲话全文见 2版）

中铝公司总经理肖亚庆为平果铝未来发展勾画美好蓝图：

要把平果铝建设成世界级先进铝生产基地

本报讯（文欣）2007年 12月 18日，中铝公司
2007年度纪检监察工作座谈会在平果铝召开，中
铝公司纪检监察室主任苗振兴及中铝公司 34家
成员单位的纪委书记、纪检干部参加了年会。中
铝广西企业领导瞿向东、黄振彬、刘永刚应邀出
席会议。

公司党委书记刘永刚代表中铝广西企业致
词欢迎中铝公司各成员单位的纪委领导到中铝
广西企业指导工作，刘永刚书记向与会的人员简
要介绍了中铝广西企业的生产经营、氧化铝三期
工程、中铝广西企业开展纪检监察工作、构建反
腐倡廉惩防体系等情况。

随后，与会的中铝公司 34家成员单位的纪
委领导分别介绍了本单位今年开展反腐倡廉工

作及纪检监察工作取得的成绩、经验及工作亮
点，并展望了明年纪检监察工作重点和思路。平
果铝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兵在会上介
绍了中铝广西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情况。李兵还
畅谈了明年公司纪检监察工作的新思路。

在听取了各个单位交流了纪检监察工作的
经验后，中铝公司纪检监察室主任苗振兴从党风
建设责任制全面落实、廉洁文化建设进一步推
进、领导人员的作风建设不断加强、惩防体系进
一步推进、效能监察工作进一步深入等六个方面
总结了各单位纪检监察工作的经验和呈现的亮
点。苗振兴还明确了明年反腐倡廉和纪检监察工
作的思路。

中铝公司纪检监察
工作座谈会在平果铝召开

本报讯（黄宗东）2007年 12月 26日，中国铝
业铝电解预焙槽“三度寻优”控制技术项目验收
会在平果铝举行。由中国有色金属协会副会长钮
因健担任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国成、中铝公
司生产运行部冷正旭任副组长的专家验收组对
项目进行了验收。中铝股份公司副总裁刘祥民出
席了验收会。

铝电解预焙槽“三度寻优”控制技术是由中
铝国际研发的，成功应用于广西分公司铝电解生
产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运用计算机控制技术
对铝电解生产进行控制，实现了铝电解生产标准
化、信息化的革命性跨越，使中国的预焙铝电解
槽计算机控制技术达到了世界水平。在验收会
上，中铝国际代表作铝电解预焙槽“三度寻优”控
制技术介绍，广西分公司电解铝厂代表作技术推
广运用情况的介绍。

专家验收组通过现场考察、听取汇报后，验
收组认为：项目提供的资料齐全，数据准确可靠，
符合验收要求；项目采用的技术与推广应用的工
艺技术条件匹配；项目取得了直流电耗降低
137kwh/t-Al以上，电流效率提高 1.5％～2%，效
应系数有效控制在 0.1以下的重大成果。

广西分公司总经理瞿向东在验收会上说，铝
电解“三度寻优”技术的应用，是广西分公司 2007
年科技重大项目，是一次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
工艺的积极探索，“三度寻优”技术的推行对电解
生产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它使电解生产控制更加
精确，可以把电解槽效应控制在临界点状态，实
现电解槽高效率的自动化生产，它将有利公司推
行标准量化管理，促进铝电解生产劳动组织的变
革，并取得突出的经济效益和节能成果。

铝电解“三度寻优”控制技术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图为贾福兴（左三）、肖亚庆（中）在矿山二期洗矿场地考察。（白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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