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黄宗东）2007年度，中铝
广西分公司努力构建与地方政府的
沟通协调机制，及时反馈工程建设中
出现的情况，有力促进了租地、搬迁、
村民挡工等问题的解决，加快了公司
与周边群众有关协议的落实，使氧化
铝三期工程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特别是三期矿山项目，公司就与
平果县党委、政府联合召开了 6次专
题协调会，研究处理氧化铝三期建设

中遇到的与当地有关的问题，极大地
推进了该项目各项工作的开展，为确
保氧化铝三期工程按时建成投产打
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氧化铝三期工程的土建工
作已接近尾声，工程进入设备安装调
试阶段。截至 11月底，氧化铝三期工
程累计完成 23.5754亿元，完成总投
资估算额的 50.55%。其中，2007年 1
月至 11月完成 16.2207亿元。

分公司建立机制促进三期工程建设

本报讯（黎乾汉 程璐）12月 17日下
午，平果大隆铝土矿普查设计预审会在广
西分公司矿山部召开。公司副总经理刘保
伟、程运材,计划经营部陈健经理等出席会
议。会议由矿山部罗桂民副主任主持，

会上，广西第四地质队对此次普查工
作的目的、任务、区域地质背景、矿区成矿
条件、普查工作方法、质量控制及预期成果
等几个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此次普查的

工作区位于平果县新安镇大隆村附近，面
积 36.83平方米，预计可在此区域获取堆积
型铝土矿资源量 2000万吨以上。

与会人员对普查设计报告、工程布置
图件、设计工程量等进行了认真审查和讨
论后，提出了 16点意见和建议。会上，程运
材强调了铝土矿资源获取对公司长远发展
的重要性，他要求普查设计编制单位按照
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普查设计。

平果大隆铝土矿普查设计通过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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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3日下午，中铝广西企业 2007年度职
工技术比武暨青年文明号活动总结表彰会在广
西分公司安全教育室召开。会上对中铝广西企业
2007年职工技术比武产生的 30名优胜个人和 1
个优胜集体进行了表彰，同时还对 2007年度认定
的 30个青年文明号集体和 6个团组织进行了表
彰。

此次职工技术比武活动从 12月 10日开始，
由公司团委与公司工会联合举办。旨在引导和激
励员工学习技术，勤练技能，以普遍提升技术工人
的技术等级为途径，加快培养一批技术技能型、知
识技能型、复合技能型人才，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的
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人才基础。共设钳工、焊工、电工、电解工、多功能
天车工、氧化铝制取工、汽修工、大客车驾驶员、院
前急救、铝合金铸造 10个工种，每个工种都进行
了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的比武，两公司近 200名
选手参加了比武。(卢登 /文 白泉 /图)

中铝广西企业 2007年度职工技术比武结束

根据中铝公司的统一安排和后勤服务改革
的需要，平果铝生活区住户电表将统一改装预
付费电表，现将有关知识和实施办法介绍如
下：
一、什么叫预付费电表？
预付费电表就是具有先买电后用电的

用电管理功能及负荷控制功能的电表。
二、预付费用电表有哪些功能？
预付费电表有如下功能。

１、显示用电信息，在正常用电的时候。用
户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电表中的剩余电量，最大
需量、负荷门限、实时功率、报警门限、窃电时
间。
２、显示电表报警信息，当表内剩余电量低

于报警门限时，电表报警指示灯闪烁，同时蜂鸣
器发出“嘀嘀嘀嘀”响声，提醒用户尽快购量，按
键或插卡后可以消除报警声音，平果铝生活区
的电表设定报警门限为 2０度。

３、超负荷显示、延时断电功能，当用户当
前需量大于负荷门限时，电表报警指示灯闪
烁。同时显示实时功率。电表将自动延时跳闸
断电。根据平果铝生活区住户的用电负荷情况，
设定为 6KW。

4、窃电显示：当用户正在窃电时，电表上的
指示灯会闪烁，同时累计窃电时间，当窃电行为
消失后，电表自动保存窃电时间。
三、改装预付费电表有哪些优缺点？
改装预付费电能表有如下优点：一是可

以减少抄表人员；二是可以避免人工抄表容易
造成的误抄、或者少抄、多抄的错误，并且随时
掌握用户的累计购电量、累计用电量、累计购电
次数、购电日期、剩余电量等用电信息；三是用
户随时都清楚掌握自己的用电信息；缺点是用
户必须先付款买电才能用电，不免会给用户带
来一些不便。

四、改装预付费电表是否需要职工支付费
用？

预付费电表由中国铝业公司统一采购
安装，不要职工支付费用。每块电表配送一张
购电卡，用户必须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购电卡。
若购电卡丢失、损坏，由用户按 15 元 /张购买
新卡。
五、电表如何开户？
为了方便职工，统一由生活服务公司通

过专用的售电系统，给各住户开户，并将住户信
息写入购电卡中，由装电表人员在装表时直接
将卡交给住户。住户将购电卡插入新装电表
中，便可以正常使用电表。为了让住户在改装
电表后，能够及时、快捷地用上电。生活服务公
司将预先在住户的购电卡中预存 200度电。该
次预存电费由生活服务公司房管站开单，送两
公司财务部统一在住户工资中扣收。
六、用户如何购电？
当用户电表中的剩余电量不足时，用户

应带上自己保管的购电卡，到生活服务公司房
管站售电处购电，售电员通过专用售电系统，
将用户新购买的电量写入购电卡中。
七、如何将购电卡中的电量输入电表？
用户首先打开电表右侧的小门，然后将

已购电充值的购电卡按箭头方向插入电表
ＩＣ插槽中，待电表发出“嘀”的一声后，拨出
购电卡装电输入成功。
八、预付费电表什么时候开始启用？
预付费电表从 2008年元月开始启用。

九、改装预付费电表后，住户到哪里去购
电？

改装预付费电表后，住户到新华区生活
服务公司房产管理站二楼购电。

（生活服务公司提供）

生活区改装预付
费电表知识问答

本报讯（碳素厂机关党支部）12月 19日下午，碳素厂机关
党支部部分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在支部书记孙士江的率领下，
带着精心购买的学习、体育和办公用具前往平果县新安镇中
桥村长江小学，开展爱心助教活动。
长江小学校舍简陋，教学条件相当艰苦。目前有六个班，

100多位师生。去年 11月份，碳素厂机关党支部首次来到该校
开展助教活动，当时送去了 1000多元的学习和体育用品、桌椅
用具。
简单的捐赠仪式结束后，该校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对碳素

厂机关支部的热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随后，碳素厂机关支部
一行人员与该校教师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进一步了解该校
的教学情况。

碳素厂机关党支部

开展助教活动

本报讯（姚凌燕）12月 24日，在南宁自治区医院，氧化铝
厂循环水车间副主任田汉江和职工农平代表全车间 50余名工
友，向职工李明赵和他患重病的妻子送去了饱含浓浓爱心的
2540元捐款，并鼓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12月初，李明赵的妻子被平果县人民医院确诊为高血糖，
12月 17日因病情加重几度休克转往自治区人民医院治疗。李
明赵的妻子没有工作，孩子年幼，全靠李明赵一人工资收入支
撑着这个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如今每天数千元的治疗费用，更
是雪上加霜。循环水车间领导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号召全体职
工发扬“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向困难工友伸出援
助之手。车间职工积极响应，纷纷捐款，为处于困境中的李明赵
和家人送上了一份爱心。

氧化铝厂循环水车间

为患病职工家属献爱心

本报讯（欧健）近日，运输部捷报频传。
职工总结的节水小窍门获广西节水银点子
奖；旧继电器改造使用小革新取得近 2万元
的经济效益；参加公司组织的征文、摄影、
美术比赛获奖……这些沉甸甸的“果实”是
运输部开展流动明星班组活动取得的显著
成效。

今年三月份，运输部根据公司“十颗
星”班组创建工作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

开展了流动明星班组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广大职工充分发挥聪

明才智，通过提合理化建议、实施小技改等
方式，解决了许多生产中遇到的难题。活动
还对该部岗位技术练兵、QC 小组活动、创
新创效、班组文化建设等工作起到了很好
的促进作用，营造了“以一颗快乐的心工
作”的良好工作环境。

运输部流动明星班组活动成效显著

本报讯（李浩 杨新贵）12月 11
日，随着氧化铝厂电气车间班长竞
聘上岗程序的完成，新班长全部产
生，标志着该厂在大班组建设方面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按照公司实行大班组整合要
求，公司各单位高度重视大班组整
合工作，通过召开专题讨论会，与相
关车间进行了充分沟通，并结合本
单位生产工艺及现有班组和生产实

际情况，拟定了大班组建设实施方
案。

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辛勤工
作，公司各单位大班组建设工作取
得了重要进展，完成了新班组设置，
所有班组都产生了新班长，班组数
和班长人数在原有基础上减少了大
半，减少了管理层次，初步实现了
“大班组”模式。

分公司各单位陆续完成大班组整合

本报讯（蒙征难）日前，铝合金厂又完成
一项小技改，经测算年节电 3万度，这是该
厂在节能方面不断挖掘的成果，项目的成功
投入使用，有力地推进了节能工作继续向前
迈进。

这个技改项目是在 2号生产线上进行
的。未改造前，生产循环水的冷却塔风机是
手动控制，而将热水抽上冷却塔的潜水泵是
自动控制，造成潜水泵不工作时风机一直运

行，浪费了电能，两台电机共 22千瓦，一年
耗电 36960千瓦时。改造后，冬天仅需使用
一台风机就能满足生产要求。经统计，现在
风机每天只工作 1.15 小时，年节约用电
30585度，节约电费一万多元。同时，减少设
备使用时间就是延长设备寿命，降低维护成
本，而且科学合理使用冷却塔，还能降低循
环水随蒸汽跑掉的量，不用补更多的新水，
小小技改产生较大的效益。

铝合金厂一技改年节电 3万度

本报讯（黄永按 任卉）
12月 27日凌晨 2时许，在平
果铝宾馆门岗值班的保卫部
保卫二科经警李德林例行对
宾馆进行巡视时，看见棋牌室
里有一个男式钱包，查看时发
现包里有约 4000元现金和一

些证件。李德林不假思索，转
身把钱包交给总台并通知失
主认领。原来，失主是从山东
来出差住在宾馆的客人，焦急
的失主接到通知后，匆忙过来
认领，用现金答谢李德林时被
婉言拒绝。

巡逻拾钱包 如数交失主

本报讯（黄永按 黄承
弟）12 月 28 日凌晨 6 时许，
保卫部经警中队两名巡逻人
员在运输部围墙外擒获一名
盗贼，缴获千斤顶两个，汽车
零件一批，摩托车一辆，老虎
钳、裁纸刀、匕首等作案工具
各一把。

当晚，两名巡逻人员冒雨
巡逻到运输部围墙外时，发现
有一辆摩托车停放在新建办
公楼后面，凭工作经验，初步
判定该摩托车可疑。在附近潜

伏守侯了大约两个小时后，果
真发现两名可疑人员各背一
袋东西往摩托车方向走来。巡
逻人员上前进行盘问时，其中
一名男子当即掏出匕首向经
警人员刺来。经警人员侧身避
开并利索的抓住该男子的手
腕，一个娴熟的卷手脱刀动
作，匕首脱手落地，该男子束
手就擒。另一名嫌疑人看到这
一幕，惊慌失措，撒腿就跑。

目前，此案已移交铝城公
安分局作进一步调查。

雨夜擒盗贼

本报讯（黄宗东）中铝广西分公司积极
开展扶持周边村屯的工作，2007年度共安
排了 100万元的扶持资金，资助了周边村屯
实施的 11个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村路、
学校设施、人饮工程、排洪工程等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其中，扶持力度最大的是平果县
新安镇中心小学学生宿舍楼项目，扶持资金
达 20万元。
自 1999年以来，公司积极开展周边扶

持工作，扶持资金累计已达 900多万元，有
力支持了厂区周边村屯的公共设施建设，改
善了周边群众的交通、教育、公共生活设施
等方面的状况，促进了周边村屯新农村建设
的开展，营造了和谐的厂地氛围。同时，也促
进了包括公司氧化铝三期工程等建设项目
的开展，为公司全面完成生产经营管理目标
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分公司开展周边扶持工作构建和谐厂地关系

铝城警讯

爱心行动

本报讯（黄金萍）12月 29日上午，中铝
广西分公司氧化铝三期工程进度专题会在
平果铝宾馆召开。中铝广西分公司总经理瞿
向东、总经理助理夏远强，中铝国际总经理
龙朝生、副总经理贺志辉以及十家主要参建
单位公司总部领导出席了会议。

会上，中铝国际平果项目部吕维宁总经
理介绍了施工图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到货、
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施工进度等情况，提出
了目前氧化铝三期工程面临的管网施工场

地协调、施工人员不足、设备材料供货三大
问题。

中铝广西分公司总经理瞿向东作了讲
话。他要求：一是要做好现场协调工作，二是
资金要有保证，三是监理、质量监督要跟进。

中铝国际总经理龙朝生也在会上作了
讲话，表示会积极配合中铝广西分公司，全
力以赴，确保平果氧化铝三期工程顺利建
成，按合同工期投产。

分公司召开氧化铝三期工程进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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