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唐宏升）元月 8日，中铝

广西分公司标准量化管理点检员第

一期蓝带培训班在分公司信息部计

算机中心开班，来自各二级单位的 51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分公司副总经理

程运材出席了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

话。

培训课讲师均由分公司富有标准

量化运行经验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

人员担任。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每期培

训班为期三天，均为全天脱产学习。第

一期培训班于元月 10已经结束。第二

期培训班安排 57人参加培训，于元月

16日至 18日举行。

分公司举办蓝带培训班

本报讯（王更生）由广西分公司安全环保部、
企业文化部，平果铝业公司安全环保部、党委宣

传部、团委联合举办的中小学生写给爸爸妈妈的

安全祝福信征文活动圆满结束。1月 4日上午，

广西分公司安环部、企业文化部相关人员代表征

文活动组委会将活动奖品送到了铝城中学、铝城

一小和铝城二小。

此次征文，充分发挥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对

父母安全关注和促进的作用，通过亲情的感召来

促进两公司员工和社区居民安全意识的提高，以

期营建更加和谐安定的社区环境。

此次征文活动得到了铝城中学、铝城一小、

铝城二小的大力支持和中铝广西企业员工在校

子女的积极参与，共收到征文 742篇。征文的体

裁多样，内容丰富。文章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情

感真挚，体现了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和关心。子女

的征文大多经过了父母的阅读，有些征文还是在

父母的指点下完成的，达到了通过征文活动提高

学生和家长两方面的安全意识、促进亲人之间交

流的目的。经过各学校教师和活动组委会的认真

评审，评出了征文优秀奖，其中高中组一等奖 4

篇，二等奖 8篇，三等奖 16篇；初中组一等奖 4

篇，二等奖 9篇，三等奖 15篇；小学高年级组、小

学低年级组各一等奖 4篇，二等奖 8篇，三等奖

15篇。

亲 情 感 召 促 进 安 全
742名中小学生给爸爸妈妈写安全祝福信

2007年已经过去，2008年正大步向前。平果铝人 2007干得漂
亮，2008值得期待。

回顾 2007：新动力、新发展、新突破
2007年，中铝广西企业改革建设和生产经营呈现三大特征：新

动力、新发展、新突破。
新动力的来源有二：一是刚刚开年的元月 23日，自治区党政领

导刘奇葆、陆兵、郭声琨三巨头便一同来到平果铝基地考察。区党委
书记刘奇葆指示平果铝的建设发展要坚定地向加快氧化铝三期工
程建设、尽快上马电解铝二期、“十一五”期末实现年总产值超过
100亿元的“321”目标努力。这是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在建设发展
上为平果铝加注了新动力。二是中国铝业公司党组 5月份宣布决
定，将对中铝广西企业两公司进行合并重组。肖亚庆总经理 12月
27日到平果铝考察强调：一定要开拓创新，探索平果铝改革发展的
新思路。平果铝两公司的合并重组，不仅仅要成为中国铝业公司的
第一家，而且要成为中国企业里存续企业和上市企业进行重组的一
个典型范例。肖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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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铝党组和总部领导在
改革发展上为平果铝鼓劲加油。

新发展的成果众多：广西分公司产量、质量、销售及成本管理、
设备管理、供应管理等均完成计划任务，生产经营全面完成中铝的
绩效考核指标，主产品产量再创新高。其中，氧化铝完成 96.5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加 2.14%；电解铝完成 15.1万吨，同比增长 11.41%；铝
土矿生产增长 3.99%，碳素制品增长 19.88％，自发电增长 11.62%。虽
然受铝市场价格大幅回落影响，公司全年销售收入和利润低于
2006年度，但仍实现利润 15亿元；平果铝业公司也完成利润 2000
多万元。
氧化铝三期工程土建工作基本完成，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截至 2007年 12月底，工程累计完成 25.5884 亿；年度工程累计完
成 19.1223亿元。

公司又有一批新的重大技改项目相继建成投用，发挥重大作
用。年内，广西分公司新增 8台电解槽技改扩建工程全部建成投产，
增产电解铝 3000多吨；碳素厂新焙烧技改工程竣工投产，并迅速达
产；热电厂脱硫技改工程完成并通过上级鉴定，每年可减排二氧化
硫 7467吨。
公司携手中铝国际走向海外的工作得到巩固延伸，中铝国际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海外培训基地 5 月份在广西分公司成立揭牌；12
月份第二次援印工作拉开序幕，来自印度 Vadenta公司的 35名员
工，成为海外培训基地的首批学员，接受我公司电解铝厂和碳素厂
的技术培训。
公司安全环保清洁生产再创佳绩又获殊荣。全年实现因工重伤

及以上事故为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厂区重大事故为零，无确诊职
业病病例。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1896天，连
续第五年获推荐参评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年内，“中国铝业
广西分公司事故应急体系”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组织的评审；矿山采空区复垦总面积达 230公顷（461.73亩）；9
月 5日公司获广西经济委员会和环保局授予“广西壮族自治区清洁
生产企业”称号；12月公司通过自治区文明办和环保局联合考评成
为全区首批“绿色环保企业”；9月下旬，在南宁出席国家安全生产
培训工作会议的 210代表专程到广西分公司参观，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华山和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陈鸿
起前来考察，充分肯定我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和培训工作。
公司一线员工在有色行业技能大赛上成绩突出，中铝广西企业

代表队荣获团体优秀奖。9月 28日，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中国铝业
杯”首届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职工技能竞赛决赛中，中铝广西企业参
赛队两个工种的四名选手均获优胜奖，其中，检修厂梁山、阮承华分
别夺得电焊工组第七名、第十名；氧化铝厂廖智勇、杨金飞分获氢氧
化铝分解工组第三名、第五名；中铝广西企业代表队荣获团体优秀
奖。这些名次，为中铝广西企业六年来最好成绩，展示了我公司员工
良好的技能水平。

新突破的标志抢眼：节能减排成绩斐然，提前完成中铝总部下
达的任务。2007年，广西分公司节水减排工作取得重大历史突破，
比计划目标提前 45天实现“工业废水零排放”，年节约新鲜用水
730万吨，年减少工业废水外排 150万吨，12月 6日顺利通过百色
市环保局组织的验收；全年节能取得了吨电解铝综合交流电单耗降
低 171千瓦时，吨氧化铝综合能耗降低 11.06公斤标煤，吨电解铝综
合能耗降低 73.9公斤标煤，公司全年合计共节能 8040.31吨标煤。

标准量化试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一举通过中铝总部验收。
2007年广西分公司认真落实中铝公司有关标准量化管理的工作部
署，着重抓好电解生产线试点工作，完成电解生产线流程梳理 103

个、管理技术和作业标准 432个；管理精度差 <1%；10月 19 日通过
中铝公司生产部组织的检查验收。瞿向东总经理的署名文章《推行
标准量化，整合多元化，打造企业管理品牌》在《中国有色金属报》刊
登后引起广泛关注，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经理日报》、《中国企业
报》、《中国有色金属》杂志、《南方国土资源》杂志先后予以转载。瞿
总的文章广受媒体关注和电解生产线试点通过验收，标志着广西分
公司按中铝要求推行标准量化管理的工作，不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
在具体的生产管理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走在了中铝系统各企
业的前面。
“铝电解‘三度寻优’控制技术应用”在广西分公司首获成功，这

是铝电解生产技术控制标准化、信息化的革命性突破。2007年，广
西分公司与中铝国际公司协作，在我公司电解铝生产线实施铝电解
预焙槽“三度寻优”控制技术项目获得成功。项目取得直流电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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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重大成果于 2007年 12月 26日通过中国有色金属协会
组织的验收。该技术对提高铝电解生产效率、促进电解铝行业大幅
度节能降耗具有重大推广价值。

公司劳动组织变革快刀小试，“大班组设置”全面完成。2007年
第四季度，公司对重叠陈旧、积弊多年的部分生产劳动组织大胆实
施变革，撤销了电解铝厂电解工区，电解铝厂调度室与计算机车间
撤销合并为生产控制中心，撤销全公司厂矿值班司机岗位。11～12
月，大刀阔斧调整缩编班组数量，进行大班组设置。通过撤并整合，
公司班组由 414个减少至 227个，班组长由 514人减少至 260人，
10人以下班组基本消除，班组层次劳动组织变革的计划目标如期
实现。这些举措不仅表明公司劳动组织机构朝着“扁平化设置和集
约式管理”方向前进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而且预示着公司对劳动
组织进行更大规模改革以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的阶段
已经到来。
广西分公司指导华银铝开车启动工作初战告捷，公司氧化铝技

术服务的首度输出取得阶段性成果。2007年 4月，我公司华银工程

开车启动项目部开赴德保，承担广西华银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氧化铝
一期工程生产启动及性能考核技术服务工作。这是广西分公司首次
对外开展氧化铝技术服务。经过公司华银工程开车启动项目部专家
组近 8个月的艰苦努力，与华银铝诸路建设者一起夺取了工程建设
的阶段性胜利。12月 14日，华银铝一期工程第一条 40万吨生产线
投料一次成功。华银铝胜利开车启动，标志着我公司“走出去”战略
继电解铝板块援助印度成功之后，在氧化铝板块又获得了新的突
破。

上述突破都昭示着企业今后改革和生产管理的发展方向。

展望 2008：新机遇、新困难、新考验
2008新的一年，平果铝人奋斗前行之路，任务依然艰巨，再创

佳绩面临着新机遇、新困难、新考验。
新的机遇可喜：中铝广西企业春节后两公司合并重组，原来股

份和存续分开，两个锅灶吃饭，利益分割所带来某些不利于内部协
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矛盾将得以消除。平果铝两家变一家，更有
利于凝聚全体平果铝人的意志。合并后，同心协力搞建设，聚精会神
谋发展，共创“昌盛百年”伟业的和谐局面将更好形成。氧化铝三期
工程年内全面竣工投产，平果铝的生产规模今年铁定跨过百万大
关，我们企业的实力又将登上一个新台阶。同时这给企业改革重组
转移存续职工到股份公司工作，以及安置部分职工子女和家属就业
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的困难重重：受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影响，市场铝价不高，中
铝大幅压缩成员企业管理费用，这给我们的生产和管理提出了更高
的“算得准”和“管得住”的要求，企业资金使用和管理难度加大。

国内电价提高，煤价猛涨，汽柴油、改质沥青等各种原燃材料价
格普遍上升，这对我们控制成本，完成全年绩效指标极为不利。

氧化铝三期试车投产，不仅牵扯氧化铝板块生产单位一部分人
员和精力，而且在三期基建安装、试车和一二期生产同步进行的过
程中会给如何保证安全生产带来一些新的难度。

新的考验严峻：中铝总部 2008年下达给广西分公司的绩效任
务中，全年生产氧化铝 122万吨、电解铝 15.1万吨、内部考核利润
超过 17亿元。根据目前情况预测，今年我分公司因为原材料涨价同
比将增加成本 2.3亿元，同时今年有待企业自己消化的各项费用高
达 7500万元。完成中铝绩效任务的压力比任何一年都大。

困难和压力在考验着我们，考验我们在企业改革过程中能不能
保持和谐稳定？考验我们广西分公司能不能严格控制好生产成本？
能不能争取到氧化铝三期早投产多生产？能不能通过向电解铝“三
度寻优”技术等科技进步要效益？能不能通过加强管理推行标准量
化增效益？能不能通过抓好安全生产减少事故和损失？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困难和压力是在考验我们：考验我们企业
党政领导班子面对改革建设发展的严峻形势和生产经营各种复杂
问题，能不能保持坚强若定、正确果敢的领导力与决策力？

考验我们各部室、各厂矿单位和各生产车间、班组在繁重的工
程建设和生产经营管理任务面前，能不能发挥出既智慧灵变又严谨
厚实的管理力和执行力？

考验我们全体干部员工，特别是新进厂的员工和从存续企业转
岗到氧化铝三期岗位的员工，在困难和压力面前，有没有足够的攻
坚克难敢于胜利的精神气概，能不能表现出积极应战、不甘落后的
学习力战斗力和竞争力？

只要我们都经受得住考验，2008一定还会是一个硕果累累的
丰收之年。让我们每一个平果铝人彼此把心贴得更近，把手挽得更
紧，把办法想得更多，把工作做得更扎实，铆足那么一股劲，共同向
着完成全年各项绩效目标任务胜利前进！

超越昨天、勇创一流，这是平果铝人永远不变的选择！

期 待 超 越
企业文化部

本报讯（张家志）元月 18 日，由
中铝广西分公司和广西电网公司共
同组织，广西物价局、广西电监局、广
西电调中心等单位参加的 2008年铝
电联谊会在南宁举行。
在联谊会上，中铝广西分公司副

总经理程运材回顾了与各方友好、愉

快的合作历程，畅谈了分公司去年的
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规划，特
别是分公司电解二期工作的进展情
况和面临的压力。与会各方均表示在
过去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加
强协作，为广西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
贡献。

铝电联谊会在南宁举行
本报讯（黄宗东）1月 10日，分公司

召开 2008年第一次职业健康安全与环
境保护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 2007年的
安环工作，重点部署 2008年的安全环保
工作。

会上，安全环保部经理冯道永全面
总结了公司 2007年的安全环保工作。会
议表彰了 2007年度公司安全环保先进
单位（集体）和个人。瞿向东代表公司
HSE委员会作《2008年安全环保承诺》。
刘保伟代表公司与各二级单位、部室签
订《2008 年职业安全健康与环保责任
状》。

刘保伟强调，要坚定实现公司 2008
年安全环保管理目标的决心不动摇，确
保“00025”健康安全环保目标的实现。他

指出，2008年安环工作要重点强化六个
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对安全生产和环
境保护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强
化安全环保责任，完善安全环保绩效考
核标准；三是牢记“安全确认”，强化安全
监督监护，及时整治事故隐患；四是强化
安全教育培训的力度，丰富安全活动内
容，促进全员安全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五
是强化按章办事、严守安全规程的要求，
认真按照“严、细、实、新、恒、齐”的管理
理念，持续改进 HSE管理体系；六是强
化清洁生产工作，促进循环经济。

瞿向东在会上指出，2008年由于原
材料的上涨，公司生产经营形势相当严
峻。但不管生产形势如何，公司将毫不动
摇地抓好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这项最基

本的工作，为此，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对安
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要有清醒的认
识，高度关注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
安全状态，做好生产组织的管理，确保公
司安全环保目标的实现。

瞿向东强调，公司的安全工作仍处
于需要强制管理的阶段，需要用铁的纪
律，铁的管理抓好安全工作。因此，要努
力克服生产过程中的随意性，重点关注
班组的安全管理问题，强化各项安全规
章制度在班组的落实。要在安全工作中
落实标准量化和三预管理的理念，把安
全工作做细做实。认真实施安全工作激
励机制，努力培育安全文化，为公司全面
完成 2008年的生产经营管理目标而努
力。

广西分公司召开安全环保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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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 日，
澳门工会联合总
会代表团一行 26
人，在阮毓明团长
的率领下，到中铝
广西企业开展联
谊交流活动。来自
澳门、平果铝两地
工会的书法、美术
爱好者现场挥毫
泼墨，进行了愉快
的交流。平果铝业
公司工会主席李
兵陪同来宾到氧
化铝厂、电解铝厂
生产现场参观。

（白泉 唐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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