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7日，中铝国际平果项目部召开“大干 60
天，全面完成 2006年计划”劳动竞赛总结会。
●2月 2日，中铝广西分公司氧化铝三期工程总

承包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2月 14日，氧化铝三期原料磨、种子过滤、产品

过滤及洗涤的基础工程、分解循环水、液碱卸车项目
等 32个子项完成土建招标。

●3月 16日，中铝国际平果项目部组织召开“切
实抓好工程进度，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誓师大
会。
●5月 23日，总重量达 1500多吨的三台锅炉钢

结构按照网络计划全部安装完毕。
●5月底，热电厂主厂房基础施工完成。
●6月 22日，长 302米的氧化铝三期均化库钢架

主体结构完工。
●7月 19日，经过两天的奋战，重达 98吨高 18

米的氧化铝三期首台压煮器成功吊装，标志着溶出系
统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8月 15日，广西公司召开氧化铝三期工程矿山
系统基建探矿审查会，由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工
程勘察部承担的，广西分公司氧化铝三期工程矿山系
统基建探矿项目工作完成，探明太平矿区含泥铝土矿
1088.7324万吨，净矿 540.7556万吨。

●8月 29日，氧化铝三期工程热电厂三台 220吨
锅炉同时达到水压试验条件，8号锅炉水压试验比原
来的节点计划提前 15天一次试压成功，取得了该工
程又一次阶段性胜利。

●9月 4日，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
站检查组对氧化铝三期工程质量、安全进行检查，检
查结果优良率达 91.67%。

●9月 23日，氧化铝三期工程热电厂 150米烟囱
主体完工。

●9月底，沉降槽及污水槽安装全部完成，分解槽
筒体安装全部完成。

●10月底，煤气站沉淀池施工完成。古陇公路道
路路基、排水沟、护坡施工完成，已具备通车条件。

●12月，氧化铝三期工程所有子项工程都已经开
工建设，部分子项工程土建施工接近收尾，现场施工
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高峰阶段。氧化铝厂片区分解分级
和赤泥沉降设备安装完成；高压溶出大型设备安装完
成；氢氧化铝焙烧主体钢结构完成，焙烧炉本体安装
完成；原料磨主体完成，施工磨机基础、热电厂片区主
厂房设备安装、3台锅炉保温完成；煤气厂主厂房煤气
发生炉设备安装过半；水源及水厂工程澄清池、双阀
滤池主体框架结构施工完成；热电厂 150米烟囱具备
竣工验收条件。

●2007年，广西分公司与平果县党委、政府联合
召开了 6次专题协调会，解决征地和施工中与当地有
关的问题；在工程各相关方的共同努力下，氧化铝三期
工程土建工作已基本完成，工程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截至 12月底，工程累计完成 25.5884亿；本年度工程
累计完成 19.1223亿元。 （右图由白泉拍摄）

▲1月 9日，公司召开 2007年度第一次职业
健康安全与环保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
2006年公司的安全工作，对 2007年公司的安全
环保工作作出部署。

▲1月 10日，安全环保部开展应急救护设施
使用专题培训，煤气厂、氧化铝厂、热电厂等单位
的管理人员 15人参加了培训。巴固－德洛（中国）
安全防护设备有限公司的安全防护专家靳丰军先
生应邀前来授课。

▲1月 12日，公司召开 2006年设备管理总
结表彰会。氧化铝厂、电解铝厂、矿山部、装备能源
部荣获设备管理先进单位；蒋安福、陈占刚等 22
人荣获设备管理先进工作者；余十伟等 10人被评
为优秀点检员。

▲1月 16日，公司召开标准量化预测模型评
审会，矿山部、动力厂、电解铝厂、热电厂等 7个单
位参加了评审会。电解铝厂、氧化铝厂、矿山部获
第一、第二、第三名。

▲1月 22日，中铝广西企业召开会议传达中
铝公司 2007年工作会议精神，两公司副处级以上
干部出席会议。

▲1月 22日，公司召开 2007年计划工作会
议，会议对 2007年经济指标的分解情况作了说
明，并对 2007年的工作作具体部署。会上，瞿向东
总经理代表公司与各二级单位、部室负责人签订
了绩效考核责任书。

▲截至 1 月 30 日，公司生产铝士矿
181917.77吨，焙烧氧化铝 79857吨，实产氧化铝
81949吨，生产原铝 12790.73吨，铝锭 12863.77
吨，分别完成月计划的 113％，101.7％，103％，
102.7％，104％，胜利实现生产经营开门红。

▲2月 6日，公司召开 2006年 QC成果发布
会议，共有 28个小组参加比赛。

▲2月 17日，矿山复垦示范基地开始种植各
类农作物。

▲3月 9日，公司分别在平果县行政中心信
息大楼和平果铝宾馆召开电解铝二期工程项目环
境影响座谈会，广泛征求当地政府和厂区周边群
众对电解铝二期工程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建议。

▲3月上旬，由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工
程勘察部和广西 274地质队承担的平果铝 2007
年铝土矿生产勘探工作顺利完成。

▲3月 14日，公司召开电解铝二期工程设计
结合会，会议对电解铝二期工程的项目可行性研
究设计总图配置、通风及环保、热力工程等问题进
行讨论。

▲3月 29日，公司运输设备管理会议在运输
部召开。会议对 2006年公司运输设备管理工作进
行总结，提出了 2007年运输工作总要求。

▲4月 3日，公司电解二期工程安全预评价
报告专家评审会在南宁举行，与会专家审查了工
程预评价报告。

▲4月 3日上午，矿山二期 2007年度采空区
工程复垦工作拉开序幕。全年二期矿山复垦采场
9个，面积约 200亩。

▲4月 5日下午，公司召开电解铝二期工程
技术考察汇报会，以刘永刚书记为组长的考察组
汇报了到兰州铝业、华泽铝业等 5家企业进行考
察的情况，会议还提出电解铝二期工程的初步设
计方案。

▲4月 13日上午，中铝广西企业举行 2007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签字仪式。广西分公司总经理
瞿向东和平果铝业公司经理黄振彬签订了 2007
年度关联交易总协议；两公司有关联交易的单位、
部门领导分别签订了土地租赁、公安保卫与消防
服务、医疗服务等 12个子项的合同。

▲4月 13日下午，公司召开一季度经济活动
分析暨 404相关知识培训会，财务部对一季度生
产经营状况和分析结果进行了汇报。总经理助理
高行芳提出了成本微调、增加产量、资源获取等 5
项新举措。

▲4月 19日至 21日，公司组织第一期标准
量化管理培训，作为中铝总部试点生产线的电解
铝厂派出 30名骨干参加了培训。北京中美卓越西
格码技术有限公司的资深顾问湛泽溪主讲。

▲4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二季度职业安全健
康与环保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重点传达了中铝
公司《关于认真汲取辽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
公司钢水包整体脱落事故教训的通知》精神和瞿
向东总经理对此起安全事故的批示。

▲4月 25日，公司举办职业病防治知识讲座,
邀请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葛宪民所长授课，230
余人听了讲座。

▲4月 27日，公司与平果县马头镇那厘社区
外桑屯的农户举行内银矿区 40号矿体临时用地
合同签字仪式，公司临时用地工作再次取得重大
突破。合同涉及采矿用地为 478.5亩，采场公路用
地为 26.3亩。

▲5月 8日，公司召开会议，传达中国铝业节
能降耗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公司的节水降耗工作，
提出了节水降耗的具体目标和要求。

▲ 5 月 8 日 ，杜 邦 公 司 的 安 全 顾 问
Evan-Flower先生、夏晶晶、袁东林一行 3人来到
中铝广西分公司，进行为期 15天的企业安全管理
评估。

▲5月上旬，中铝公司党组作出决定，将中铝
广西企业上市部分和存续部分重组合并。5月 14
日，中铝公司副总经理吕友清在中铝广西企业干
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中铝党组的这一决定。

▲5月 11日，公司召开电解铝二期可行性研
究报告讨论会，与会专家对中铝国际贵阳铝镁设
计院所作的电解铝二期可行性研究初步报告进行
研讨，从投资费用、环保、槽子选型等方面对报告
进行讨论，并提出完善建议。

▲5月 11日，公司与中铝国际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在德保举行华银氧化铝系统生产启动及性能
考核技术服务合同签字仪式，合同金额 2700万元。

▲5月 11日，中铝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海
外培训基地在广西分公司信息中心挂牌。这是中
国铝工业界第一个海外培训基地。中国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刘祥民出席揭牌仪式。

▲5月 12日、13日，中国铝业公司第五届铝
电解节能降耗技术专题研讨会在广西分公司召
开。中国铝业公司有关分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
研究院等 18个单位共 94人参加了会议。中国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祥民出席会议并作重要
指示。

▲5月 15日，公司召开专题会议，全面部署
节水减排工作，提出每天节约新水 2万吨的阶段
目标。

▲5月 18日，电解铝厂在继 2006年 12月实
现 320KA系列实现满负荷运行之后再一次实现
满负荷运行。

▲5月 18日，公司举行财务部科室主管职位
竞聘演讲考核会。18名财务部职工竞聘 16个财
务部科室主管及主管助理职位。这是公司首次在
一个部门将全部科室主管及主管助理职位执行公
开选聘。

▲5月 21日，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劳作，矿
山二期复垦示范基地喜收首批蔬菜。

▲5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二次节水减排专题
会议。会议总结了节水工作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
足，听取了赴贵州分公司考察小组有关节水减排的
考察报告，并对下一步节水减排工作作出部署。

▲5月 31日，公司举行 HSE体系内审员（联
络员）培训，150人参加了培训。

▲6月 4日上午，公司举办 2007年科级干部
管理培训班，授课老师为南宁星宸企业管理咨询
公司的专家。

▲6月 6日，公司召开第四次节水减排专题
会议，会议就如何对厂区四股污水、生活区污水进
行收集、处理和回收利用进行研讨，并对 5项治污
工程的设计施工作出具体部署。

▲6月 15日，公司召开节能减排工作经验交
流会。会议提出要做到节水节煤节电三箭齐发，努
力完成“十一五”期间公司 4万吨标准煤的节能减
排目标。

▲6月 15日，煤气厂、安全环保部和生产运
行部在煤气厂生产现场联合举行重大煤气事故应
急救援演练。

▲6月 23日、24日，卫生部、国资委、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等 6部门在浙江省
东阳市联合召开“劳动者健康与企业社会责任论
坛”。中铝广西分公司与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 8
个企业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7月 2日，由广西建工集团承建的广西分
公司新办公楼正式开工。该大楼设计为 6层，土建
部分的投资概算为 1310万元，建筑面积 9672平
方米，土建工期为 270天。

▲7月 5日，公司在氧化铝高压溶出系统组
织重大事故应急救援演习。公司各二级单位和部
室代表、平果铝业公司保卫部、消防队、平果铝医
院和百色市平果铝业应急救援中队等单位的人员
共 500人参加了演练。自治区、百色市安全生产监
督部门的领导到场观摩。

▲7月 5日，公司事故应急体系评审及矿山
应急救援中队认定会在平果铝宾馆召开。矿山应
急救援中队顺利通过自治区级认定，被确认为四
级救援中队。

▲7月 12日，公司召开 2007年三季度安委会
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上半年公司安环工作开展
情况，重点部署了安全生产隐患专项排查工作。
▲7月 18日，公司召开 2007年度 QMS/HSE

体系交叉审核末次会议，审核小组汇报了审查结
果，并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7月 24日，中铝广西企业召开传达中铝公

司年中工作会议精神，中铝广西企业领导和两公
司中层干部参加了会议。

▲7月 30日，公司召开 2007年上半年经济活
动分析会。上半年，公司完成了中铝公司下达的各
项任务指标，财务类考核 97.5分，比计划的 95分
略高。

▲8月 2日、3日，公司电解铝二期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审查会议在平果铝宾馆举行，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获得与会专家全票通过。
▲8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六次节水减排工作

暨 8月份安全工作会议，会议对公司下一步节水
减排工作作出部署。

▲9月 2日，由中国铝业矿山资源部组织的
平果铝土矿太平矿区评价矿体补充勘探报告审查
会在平果铝召开。会上，由长沙有色设计研究院工
程勘察部承担的平果铝土矿太平矿区评价矿体补
充勘探项目通过与会专家组的评审。太平矿区补
充勘探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探获铝土矿 1609.53
万吨。

▲9月 20日，经过工程复垦、人工平整和捡
石块、修防排水沟、平台耕地、边坡种植等采空区
复垦环节，公司采矿临时用地的首个采空区复垦
工作顺利完成。

▲9月 26日，公司组织开展了以“质量安全，
共同的责任”为主题的知识抢答赛。当月，公司还
组织了质量论文比赛和黑板报比赛。

▲10月 18日、19日，电解铝生产线标准量化
试点工作通过中铝公司生产部组织进行的验收。
▲10月 25日、26日，公司总经理瞿向东带领

部分厂矿、机关部室领导到地处福建马尾的中铝
瑞闽公司考察班组建设工作。

▲10月 26日，广西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专家
考评组一行 8人来到广西分公司，对信息部已建
标的 16项和新建标的 1项企业最高计量标准进
行到期复查和建标考核。公司 15项最高计量标准
通过复查考核。

▲11月 1日，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连续四年以
“零”不符合项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复评审
核。在中铝成员企业中连续四年排名第一。

▲11月 15日，公司灰渣坝渗漏水的集水、回
水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至此，公司提前 45天全
面实现工业废水零排放目标。

▲12月 6日，公司工业废水零排放项目通过
百色市环保局组织的现场验收。

▲12月 10日上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创建
绿色环保企业办公室主持召开的中铝广西分公司
绿色环保企业考评会在平果铝宾馆召开。与会考
评小组对公司的绿色环保企业创建工作给予高度
评价。

▲12月 12日，公司召开援印工作动员会。18
日，中铝广西企业与中铝国际联合成立的培训基
地迎来首批学员，来自印度 Vadenta公司，共 35
人。这是 2004年以来继印度 BALCO公司之后，
广西分公司接待的第二批印度实习人员，标志着
中国铝电解技术第二次输出国外拉开序幕。26
日，公司举行第一批实习人员结业仪式。
▲12月 13日晚 21时 28分，华银氧化铝厂一

组溶出系统正式出料。投料当晚，广西分公司氧化
铝厂厂长刘孟端、公司华银铝开车启动项目部领
导和技术骨干彻夜守在生产现场保驾护航。
▲12月 15日下午，公司 2007年度投资项目

总结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总结了公司 2007年的
投资工作，并对 2008年的投资工作作出部署。
▲12月 17日，平果大隆铝土矿普查设计预审

会在矿山部召开。此次普查的工作区位于新安镇
大隆村附近，面积 36.83km2，预计可在此区域获
取堆积型铝土矿资源量 2000万吨以上。

▲12月 19日，公司《碳素厂净化系统改造》和
《煤气厂无烟煤筛分系统及风机在线检测改造工
程》两项 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审查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可研报告
内容详实，论述充分，基本符合可研报告的深度，
同意通过审查。
▲12月 21日，公司举行标准量化管理绿带培

训班开班仪式。公司总经理瞿向东、副总经理刘保
伟、参加培训的 28名学员等参加开班仪式。
▲12月 21日，公司召开年底安全生产专题会

议。会议就如何加强安全管理，确保年底公司安全
生产作了部署。与会人员一起学习了《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中有关安全生产的部分和《中国铝
业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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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人专
家验收组对项目进行了验收, 中铝公司副总裁刘
祥民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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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矿山复垦工作全面完成，全年复垦

面积 408.47亩，复垦率 96.2%。
▲2007年度，平果铝土矿采矿临时用地试点

工作全面推进。全年完成取得 1393.25亩用地的
相关工作。
▲公司劳动组织变革取得重大进展
电解铝厂生产劳动组织的变革和撤销、全公

司厂矿调度车集中使用等情况，表明公司劳动组
织机构朝着“扁平化和集约式管理”方向前进迈
进。到 12月底，班组调整工作结束,“大班组设置”
全面完成。

依照规模合理、利于生产组织、工艺服从和利
益导向原则，公司进行了班组或工区设置，采取竞
选、民主选举、组织指定方式选举班组长。通过整
合、撤并，公司班组由 414个减少至 227个，班组
长由 514人减少至 260人，班组层次劳动组织变
革的计划目标如期实现。
▲广泛开展节约型班组建设
公司全面推进节约型班组建设，点点滴滴念

好节能经。开展“我为节能减排做贡献”主题实践
系列活动。43个班组的 59名员工积极参与，共征
集节能减排点子和建议 95条，其中 58条已实施
的建议被评为好点子，预计产生经济效益超过两
百万元。2条点子分获“环保广西，看你的”银奖和
铜奖。接到漏水举报 11起，治理 10起，节约新水
近万吨。

▲公司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工作成绩斐然，成
为行业典范。

2007年，广西分公司实现了年度节水减排目
标，年节约新鲜用水 730万吨，年减少工业废水外
排 150万吨，提前 45天实现了厂区工业废水零排
放目标，12月 6日顺利通过百色市环保局组织的
验收；2007年度广西分公司取得了年节煤 5万吨，
年减排污水 158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硫 7142吨，
矿山采空区复垦总面积达 230公顷的佳绩，并于
2007年 8月 18日通过自治区经贸委、自治区环保
局联合组织的专家评审；9月 5日广西经济委员
会和环保局联合下文件，授予广西分公司“广西壮
族自治区清洁生产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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