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运输部认真贯
彻落实公司生产工作计划安
排，紧紧围绕运输生产经营
目标为中心，健全完善制度
管理，优化运输生产组织，强
化运输管理职能，不断创新
工作思路，经受复杂情况的
考验，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
以稳固扎实的工作业绩，安
全高效的运输效率全面完成
2007年运输工作任务，为公
司生产经营发展和氧化铝三
期建设做出了新贡献。

截至 12月 31日，运输
部全年累计完成铁路运输量
126.68万吨，完成公司下达
年计划 100万吨的 162.68%；
汽车运输累计完成周转量
2252万吨公里，完成年计划
1500 万吨公里的 150.13％；
完成氧化铝三期大型设备 81
台（套）的吊装运输工作；车
辆维修 2013台次，修理总工
时 11.62万小时，完成年计划
10万小时的 116.2％。铁路线
路维修 17.6公里。(丘作坚）

运输部

完成 2007年运输生产任务

本报讯（韦融江）元月 7
日下午 2点，检修厂厂长兼
党委书记陈柱、副厂长葛稳
生和企业文化科主管杨才
强、厂办主管助理刘超等一
行来到检修厂筑炉车间及检
修车间，与两车间的员工代
表们进行了“热情面对面，真
诚心连心”的促膝谈心。自
此，检修厂党委“家庭式连心
工程”正式启动。
陈柱厂长首先向与会的

员工代表们介绍了检修厂
“家庭式连心工程”出台的前
提和目的。

在随后的交流中，与会
的代表们畅所欲言。他们都
认为厂党委推行的“家庭式
连心工程”真正的贴近了基
层职工，起到了听民声、解民
忧、集民智的作用，并感谢厂
领导能提供给大家这样一个
交流的平台，真正为职工办
实事、办好事。

会后，厂领导还给车间
班组代表发放了检修厂“家
庭式连心工程”联系卡，让职
工们通过手机、电话、电子信
箱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与
厂部进行沟通交流。

检修厂党委

“家庭式连心工程”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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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黄宗东)1月 10日上午，中铝广西
企业新住宅小区粼江花园奠基开工仪式在平果
县江南工业园举行。中铝广西分公司总经理瞿
向东、平果铝业公司经理黄振彬、平果县委副书
记玉云峰、县常务副县长刘贤新、广西东懋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领导、中铝广西分公司各二
级单位和部室的领导和职工代表、平果县各直
属单位的领导、监理公司和施工单位的代表等
500多人出席仪式。

奠基开工仪式上，广西东懋房地产开发公
司副总经理贺映峰致欢迎词。施工单位和工程
监理单位代表作了表态发言。

玉云峰在讲话中说，平果县党政高度重视
中铝广西企业新生活区的筹建，将项目作为平
果县的一件大事来抓，从小区选址、相关手续的
审批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和配合。他希望开
发商和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各方密切合作，
把粼江花园建设成精品工程，样板小区。

瞿向东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感谢平果县

党政、新安镇、建设银行平果县支行等单位的大
力支持和配合，感谢开发商及各参建单位的辛
勤付出。他说，公司在新生活小区的选址上，借
鉴了中铝中州分公司等单位的经验，并结合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将生活小区建于右江南岸。这
将有助于缓解氧化铝三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平果
铝大桥的运输压力，方便广大职工上下班。最后
瞿向东强调，公司将与开发商及参建各方协调
合作，在确保住宅质量的前提下，为广大职工提
供售价相对低廉的住宅，满足广大职工改善住
房条件的愿望，使职工安居乐业，为企业的进一
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开工奠基仪式结束后，参加仪式的领导来
到广西东懋房地产开发公司新落成的粼江花园
售楼中心，出席售楼中心的揭牌剪彩仪式。瞿向
东总经理和黄振彬经理为售楼中心揭牌。随后，
出席售楼中心揭牌剪彩仪式的领导与职工群众
一起参观了粼江花园的微缩模型，听取工作人
员有关粼江花园情况的介绍。

粼江花园开工 本报讯（唐星善）1月 1日晚，两年一届的第十
三届 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广西赛区选拔赛流
行唱法决赛在广西电视台举行。本届青歌赛分美声
唱法、民族唱法、流行唱法三个组，广西赛区决赛完
成后，将产生 8至 10个队参加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
的复赛和决赛。

由中铝广西企业职工组成的业余乐队“哈嘹组

合”参赛的曲目是《月亮》，一路过关斩将，杀入了本
届青歌赛广西赛区决赛，摘取了本届青歌赛广西赛
区流行歌曲唱法的桂冠。第二名分别由来自广西与
术学院的莫笑萍和来自南宁艺术剧院的袁泉获得；
第三名分别由来自广西艺术学院的谢斌、广西歌舞
剧院池一萃、合山艺术文工团杨洁获得。哈嘹组合
是进入广西赛区决赛阶段唯一的业余队伍。

哈嘹组合获 13届青歌赛广西赛区第一名

本报讯(张中云)12月 28日，虽然天气阴雨连
绵，但在南宁 303医院生病住院的热电厂职工黄文
福同志却倍感温暖。原来，受公司工会和热电厂工
会的委托，公司工会周巍部长、厂工会主席王登华
及锅炉车间分会代表一行四人专程前往南宁看望
因原发性肝癌住院的热电厂老职工、分公司劳模黄
文福。

黄文福是热电厂锅炉车间的一名老班长，工作
勤勤恳恳，在职工中有良好的口啤，在准备去南宁
住院检查的前一天还坚持将班上完。由于病情发现

较晚，从去年 10月份住院到现在，医疗费用已花去
了近 7万余元。得到这一消息后，许多职工，包括调
到华银铝的职工，自发到南宁去看望黄文福，热电
厂行政和工会领导十分关注黄文福的病情，多次利
用休息时间前往看望慰问。与此同时，厂工会在全
厂范围内组织捐款活动，在短短的 5天时间里，收
到了 24419元钱的捐款。黄文福表示一定不辜负组
织、同志们的关爱，积极面对困难，坚定战胜病魔的
决心，争取早日回到岗位努力工作回报大家的关
心。

三级工会组织看望住院劳模黄文福

2008年元月，电解铝厂在全厂废除奖金系数，实施了员工绩效工
资，按照绩效考评办法核计发放工资。一个星期过去了，职工的工作态
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适应和支持这种
全新的绩效考核方案。笔者在现场调查了解时，体会尤深，现把一些见
闻辑录，以此来见证这一场发生在生产一线的深刻变革。

见闻一：你别抢我的活干

笔者在电解一车间二工区采访时，正好碰到一组人员在进行换极
作业，作业已经接近尾声，突然一声大喝传来：“你抢我的活干，搞你
啵！”我大吃一惊，快步赶上去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是另一名职工
看到干活人员还没有干完，就非常积极地去帮他清扫炉帮，盖槽盖板
等收尾工作，一来可以帮他快点干完活，二来也可以为自己挣点“工
分”。那个责任槽人员就不肯了：这不是来分我的蛋糕吗？情急之下就
大声喊起来。反映出一线职工在推行量化考核后积极主动抢活干的崭
新变化，这不正是一线职工的可爱之处吗？

见闻二：你干天上的，我干地上的

笔者在电解车间走访时，发现电解工人的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
不但抢着干活，干活的质量也提高了。一个电解工人跟我讲述了一个
风趣的故事，说天车工既在天上干活，又要跑到地上干活，有一名电解
工给他们出主意说天车工天上地上的活都干，太辛苦了，以后你就专
门干天上的活，地上的活我们干了。听后，我忍俊不禁，这个兄弟真聪
明，老想着把别人的活给干了还美其名曰人家太辛苦。这虽是笑话，却
也实实在在地反映出职工的工作态度在悄悄地转变。

见闻三：干完活我就围着槽子转

笔者在电解车间走访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平时的休息点上很少
看见有人，我在电解槽烟道端堵住了一个电解工问：“你们还没有干完
活？”，他说：“干完了。”我奇怪的问：“那为什么看不见人？”他说：“都
巡视槽子去了。”接着他说了一席话：“巡视槽子是没有工作分的，但是
如果我在巡视过程中发现有安全隐患如炉帮发红、钢棒发红，早一点
发现效应并及时处理，能够及时发现电解槽打击头卡堵，发现槽上部
设备故障并通报检修班处理，那不但可以挣到工作分，我还可以获得
奖励，我的槽子也更加平稳了，所以干完活我就围着槽子转。”我望着
他衣服上的汗渍，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就是我们的职工！

见闻四：不用念了，我的分数早就算出来了

下午 4时,在电解二车间待机室，班长正在召集班员开班后会，对
本班次的工作进行总结点评，并公布当班职工的工作分。班长在对工
作进行简要点评总结后，便要宣布“绩效工资量化考评打分表”。刚一
开口，一名职工大叫：“不用念了，我的分数早就算出来了！”。
这是班后会的一个缩影，量化考核方案早就组织职工学习讨论了

多次，干什么活得什么样的分，职工心里跟明镜似的。何况车间待机室
标准量化现场看板员工绩效考核栏中已经予以张榜公布了。这反映了
量化考核的公开、公正、公平和公布的时效性。
绩效工资量化考核方案的推出，使奖金系数的概念正在淡出，如

果说班组的撤并是班组建设的“硬件”的话，那么绩效工资量化考核就
是班组建设的“软件”。这应该是管理的重心下移，实行扁平化管理产
生的效果吧？笔者在采访该厂唐骞厂长时，唐厂长的一番话为量化考
核做了很好的注脚：“我就是要让职工抢着干活、争着当班长，如果都
能这样，量化考核的目的就达到了。”（谢伦首）

量化考核激活一池春水
———电解铝厂实行绩效工资量化考核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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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黄智）去年，煤气厂
紧紧围绕建设节约型企业这个
主题，通过探索 8～12毫米的粉
煤粒在发生炉上的使用、提高型
煤生产质量和使用效率、探寻灰
渣再利用的新方法等多种途径，
极大的提高了无烟煤粉煤利用
率，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截至去年 12月 31日, 累计使用
3977.54吨，为公司减少原煤采
购费 210.49万元。

去年 5月份，公司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供煤紧张局面，无烟煤
库存量严重不足。为缓解公司压
力，煤气厂大胆尝试在发生炉上
使用 8～12毫米的粉煤粒，此项
技改每年将节约原煤采购 1.2万
吨，为公司减少原煤采购费 705
万元。8～12毫米的粉煤粒在发
生炉上使用的方法为国内首创。
同时，煤气厂加大对型煤生产使
用的研究分析力度，努力提高型

煤生产质量和使用效率。2007
年，煤气厂型煤产量达到 25884
吨，入炉量达到 17402 吨，较
2006 年 12192 吨型煤产量增加
了 13692 吨，12313 吨入炉量增
加了 5089吨。煤气厂在紧抓提
高煤气质量、降低灰渣含碳量的
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探寻灰渣再
利用的新途径。一是在发生炉无
烟煤用量中掺烧一定比例的灰
渣。目前，已经使用灰渣约 500
吨。二是在热电锅炉用原料上掺
烧 30mm以下的灰渣。基于热电
厂使用的褐煤热值较低，将筛分
后小于 30mm的灰渣 880吨，与
煤气双竖管洗涤出来的 88吨煤
泥送至热电厂作为锅炉燃烧原
料试烧。本次试烧后，热电厂未
给出具体的试验数据，这说明锅
炉飞灰没有数据表明影响，为进
一步在锅炉使用创造了条件。

煤气厂多途径提高无烟煤粉煤利用率
四个月为公司减少原煤采购费 210万元

本报讯(贺舰灵 周利)1月
3日晚 7点 30分，平果铝医院
在院六楼会议室举行医疗、护理
核心制度知识竞赛活动。全院职
工共 80余人到场观看比赛。

7点 40分知识比赛正式开
始，此次比赛是由内科、外科、儿
科、妇产科、急诊室、门诊部、医
技科、药械科等科室组成的 8个
代表队，每个代表队由 3人组
成。比赛内容涵盖 12条医疗核

心制度和 11条护理核心制度，
设有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三
种题型。

整个比赛场面气氛热烈，选
手们的精彩回答，博得了观众们
阵阵掌声，主持人给观众的答题
也被竞抢回答。选手们经过 2个
小时紧张而激烈的角逐，最后外
科代表队以总分 190分的好成
绩获得了第一名。

平果铝医院

举行知识竞赛活动

本报讯（曾德华）元月
4日上午，氧化铝厂焙烧车
间对氧化铝三期工程第一
批新进员工和转岗员工进
行了首次培训考试。

按照《氧化铝厂新员
工入职培训要求》和《师徒
协议》规定，三期工程新进
员工培训分三阶段进行，
每阶段必须进行培训考
核；同时新员工的考核成
绩要和师傅的培训津贴挂
钩。第一阶段考核内容，主
要以平盘工序知识点为
主。重点考查员工在培训
学习期间对平盘工艺流
程、设备点检、现场操作、
工艺技术指标控制、车间

相关制度、职业道德等方
面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通过考核找出培训、教与
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差
距，进而总结经验，以便使
下一阶段的培训学习更具
针对性。

为真实反映大家的学
习效果和对相关知识的掌
握程度，车间领导和技术
人员在题目设置等方面进
行周密安排，考题切合实
际，重点突出。全体参考人
员都做了精心准备，考试
过程中能严格遵守考场纪
律，仔细答题，考场气氛严
肃，秩序井然。

氧化铝厂

进行三期员工培训考试

截至 2007年底，中色十二冶平果铝三期工程项目部共计完成施工
产值 9000万元。分解分级二标段主体安装基本完成，进入电气施工阶
段。三号蒸发站基础顺利结束，主体钢结构制作就署，安装工程量超过
50%。控制过滤
土建主体完工，
结构、非标制作
完成 90%，正在
进行设备工艺
安装。

（唐宏升 /文
马雁飞 /图）

2008年 1月 7日，在广西建工集团平果铝

三期工程项目指挥部的精心策划下，上煤系统钢

皮带廊分组全部吊装完毕。该项目动用了 2台

50吨，2台 130吨，1台 70吨吊车同时作业，开创

了集团公司首次将重 60吨，长 36.5米，宽 7.2米

的皮带廊吊至 33.16米高处。

大型钢皮带廊吊装成功

1.高空吊装 2.现场指挥 3.群策群力

4.作业现场 （白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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