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成新茂 黄伟庆)为增添节日的气氛，让职工
家属过上一个愉快、祥和的春节。2月 1日，生活服务公司
绿化队全体职工披蓑戴笠，冒雨在 7摄氏度左右的刺骨寒
风中开始了节前摆花工作。

此次在文化宫广场、两公司办公楼前、平果铝宾馆、霞
光大道等主要地段，共摆放各种盆花 21000盆，娟花 25000
朵，以 2008年奥运为主题，至 2日下午，全部摆花工作基本
结束。

生活服务公司

节前摆花添春意

本报讯（计生办）1月 23日下午，在平果县计生
局召开的 2008年计生工作表彰总结大会上，平果铝
业公司计生办荣获 2007年度平果县人口和计划生
育先进集体，甘慧群被评为优秀计生办主任，覃列
真被评为计生工作先进个人。

近年来，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计划生育法
律法规政策，严格控制违法生育，到目前为止无一
例计划外生育，公司计生办连续多年被平果县计生
局评为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平果铝计生办

获先进集体

本报讯(成新茂)2月 4日，经过精心准备的生活
服务公司七彩摄影小组迎春作品展在新华餐厅二楼
开展。平果铝业公司办公室主任刘正平、宣传部部长
白泉与生活服务公司领导一同观看了展览，并对部
分作品进行了点评。开展第一天，累计有 100余名职
工闻讯赶来观看。

此次展览共展出 23幅作品，是从生活服务公司
七彩摄影组成员 2007年业余创作作品中精选出来
的。

生活服务公司

举办迎春作品展

2007年《平果铝》报用稿排行榜 2007年平果铝广播电视用稿排行榜 本报讯（张中云）元月中旬以来，由于煤涨价、寒
冷恶劣天气等诸多原因，导致热电厂出现锅炉生产
用煤供应非常紧张，锅炉制不了粉等问题，生产一度
陷入非常紧张的局面。
面对形势，热电厂领导高度重视，多次在生产早

调会上进行部署，明确了加强来煤监控，做好各种用
煤的合理配比，在供煤紧张的情况下以压发电保供
汽，必要时可投柴油带负荷的生产指导原则。受燃煤
供应不足、煤质差影响最大的锅炉车间通过调整制
粉通风量等多种方法来提高锅炉用煤粉的制粉力
度。车间还提出了除非生产急需顶负荷或者锅炉煤
粉仓粉位已接近 0.5米，否则即使一期锅炉负荷低
于 50吨也不能投柴油稳燃的操作意见。通过全体职
工的共同努力，确保了生产的安全平稳运行。

热电厂

积极面对燃煤紧张局面

本报讯（王振敏）为了进一步规范和量
化班组安全工作内容，按照“严、细、实、新、
恒、齐”的管理理念，全面落实“预测、预防、
预案”和“标准量化”的管理思想，持续提高
全员安全素质和安全操作技能，最大限度的
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结合公司《进一步加
强班组建设的指导意见》、《班组建设日常工
作细则》以及相关安全规章制度，近日，公司
出台了《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班组安全管理
办法（试行）》，并于 2008年 2月 1日起试
行。
《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班组安全管理办

法（试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和量化
班组安全工作内容：1.基本要求;2.班组安全
建设的相关职责;3.班组危险源辨识;4.班组
安全承诺、安全教育以及安全活动;5.班组安
全检查;6.危险作业审批及监护、互保联保与
安全确认;7.班组现场应急与响应;8.事故事
件报告、分析、处理与预防;9.班组的团队互
助管理;10.班组安全台帐及记录。

班组安全管理办法的出台，将进一步规
范班组安全生产工作，提高班组员工安全素
质，为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分公司出台班组安全管理试行办法

本报讯（蔡轶萍）自 2007 年 6月以来，
动力厂各班组积极响应公司全面推进节约
型班组建设，参加“我为节能减排做贡献”主
题实践系列活动热情高涨，全年 10个班组
中的 27名职工共提出节能减排“好点子小
建议”17条，获公司表彰 11条，创经济效益
60余万元。

这些“好点子、小建议”来自于班组职工
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爱岗敬业的工作责任心。

其中，不乏小巧精细的改变带来实实在在的
收益。如动力厂供水车间检修综合班针对取
水泵房水泵机组运行时间长，设备出现磨损
状态，水泵一经开机运行在不长时间即出现
漏水现象，提出的在叶轮与轴套的接触面增
加防漏垫片和在轴套的防漏内增补 O 形密
封圈的建议，实施后，每月至少减少检修 2
次，年节约成本约 3200元。

动力厂节能减排“好点子”显成效

本报讯（黄山）元月
31日上午，广西分公司
在安环教育室举办 2008
年度安全警示教育专题
讲座。

讲座由安环部副经
理胡谷华主讲。讲座的内
容主要有：2007 年全国
安全生产形势；2007 年
中国铝业安全生产概况；
2007年中铝广西分公司
安全事故回顾、分析；常
见的不安全行为；2008
年公司安全工作须重点
关注的问题。

讲座开始前公司副
总经理刘保伟、安环部经
理冯道永发表讲话。冯道
永指出，从最近公司发生
的一些安全事故来看。究
其原因就是重视不够，特
别是没有做好安全确认

工作。他希望通过开展安
全警示教育，提高广大职
工的安全意识，杜绝安全
事故的发生，保障职工的
生命和公司财产的安全。

刘保伟在讲话中强
调，2007 年公司再获全
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
业称号，实现了四连冠。
但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广大职工不能有
松一口气的思想，安全的
警钟要长鸣，安全工作要
长抓不懈。他指出，在年
关将至、气候恶劣的特殊
时期，希望公司的安全管
理人员，一定要高度重视
安全工作，确保春节期间
的安全生产，为公司全面
完成 2008年的生产经营
管理任务开好头。

分公司举办 2008年
安全警示教育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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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广西企业各单位实现开门红

2月 2日上午，连
绵 20 多天的凄风冷
雨初歇。中铝广西企
业领导瞿向东、黄振
彬、刘永刚、李兵登门
入户，嘘寒问暖，亲切
慰问中铝广西企业困难职工、因病住院职工和老红军家属，送去企
业党政工组织的关怀。
当日上午 9时 40分，慰问小组来到老红军遗孀陆美荣家中，详

细询问陆美荣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当在客厅看到陈旧的电
视机使用已不正常，在厨房里看不到冰箱时，几位领导当即指示相
关部门要给老人购买一台电视机，一台电冰箱，让老人过好春节。瞿

向东总经理强调：“作为中央企业我们有义务照顾好老红军的家属，
让老人家也享受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黄振彬经理强调“买电视机
和电冰箱的事要尽快落实！”。临别时，年届 88岁高龄的陆美荣老人
连声道谢，感谢公司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

随后,慰问组先后来到退休病亡职工黄希琴遗属家中，监理公
司经理唐志诚家，运输部职工盘国安家中以及住院困难职工进行慰
问，把企业对职工的关爱送到他们的心中。

当日下午，平果铝
业公司党委书记刘永
刚、工会副主席朱定
国、宣传部部长白泉一
行人来到老红军遗孀
陆美荣家中，送上新买

的彩电和电冰箱。刘永刚与陆美荣促膝而谈，关切地询问他的日常
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刘永刚对随行工作人员说，老红军为党的事
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光荣传统，公司
有关部门要及时掌握老红军遗孀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有困难及
时解决，让老人度过一个安乐、幸福的晚年。

（文 /黄宗东 图 /马雁飞）

中铝广西企业领导登门入户送温暖

在矿山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截至 1月 31日，矿
山部元月份累计生产洗后矿 19.5万吨，生产铝土矿 17.42
万吨，向氧化铝厂供出合格铝土矿 17.11万吨，完成公司
下达月度计划的 100.65%，胜利实现了元月生产的开门红。
（韦立凡）

元月，氧化铝厂按照“严格管理，强化考核”的思路，制
定了确保元月份生产开门红的各项措施，在全体员工的共
同努力下，氧化铝厂顺利实现了元月生产开门红，截至 1
月 31 日，焙烧氧化铝 8.1085 万吨，完成月计划的
101.61%。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控制也取得较好成绩。（李浩）

电解铝厂坚持“安全高效、稳定生产”的原则，加强生
产组织管理，严格技术条件的考核，稳定设备技术状况，同
时抓好节能减排工作，胜利实现元月生产开门红的目标。
截至 1月 31日，电解铝厂交库电解铝 13247.898吨，超产
237.898吨。160KA系列电流效率为 95.09％，比公司计划
94.40％高 0.69％；320KA系列电流效率为 96.12％, 比公
司计划 94.80％高 1.32％。两系列铝液直流电耗、阳极净耗
比计划降低，全面完成元月的生产任务。（劳善恕）

截至元月 31日，煤气厂共完成供气量 48968Km3，完
成月计划的 97.74％。其中中压煤气 47448Km3，完成月计
划的 98.64％。同时，完成当月成本计划值，各项指标均在
受控范围之内，胜利实现了元月生产开门红。（孙庆生）

动力厂元月份共完成供水量 1379.05千立方米；转供

电量 20320.20万千瓦时；供直流电量 17785.19万千瓦时；
供压缩空气 21512.26千立方米；处理污水 57.43千吨，分
别为计划的 86.19%，99.19%，101.40%，97.78%，52.21%，实
现了元月生产经营开门红。（谢业贵）

元月，铝合金厂克服了原材料供应紧张、流通不顺畅
和部分设备运行不稳定等困难，上下一条心，积极采取措
施应对生产难题。截至 1月 30日，铝合金厂实现元月生产
开门红，元月份从广西分公司购入原铝 2786.140吨，交库
铝合金棒 2871.122吨，完成公司下达当月计划 2800吨的
102.54％。(蒙征难)

元月，实业公司碳素制品厂精心组织，合理安排，在保
证生产的同时，各种主要生产设备按检修计划按期完成，
确保了生产工作正常稳定有序进行，截至元月 23日共计
生产电极糊 1413.846吨，完成月计划的 117.82%，实现了
元月开门红。产品销售市场呈现出供不应求的良好态势。
截至元月 25日，包装材料厂生产集装袋 400013条，销售
43500条，实现了元月开门红。同时完成新设备的安装调
试，在元月 31日挂丝成功，为确保全年生产任务的完成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肖玲 高迎凤)

平果铝运输站实现了元月运矿开门红，截至元月 31
日，运输部安全稳定地完成运输铝土矿 87130吨，完成月
计划的 103%。（李守志）

本报讯(李浩)春节之前，氧化铝厂党委组织了本年度
第一次党员活动，全体党员、团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各级管
理干部共 200余人开展义务劳动，对全厂各区域的卫生进
行了清理，迎接鼠年春节的到来。

2月 1日起，清理、蒸发、分解、机关等党支部纷纷组织
人员，对各区域卫生进行了清扫。劳动中，大家争先恐后、
相互帮助，不怕脏累，体现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此次义务
劳动不仅清扫干净了各主要卫生区域，同时清除了道路两
旁影响行车视线的杂草，为保障厂区交通安全提供了便
利，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好评。

氧化铝厂

组织党团员义务劳动

本报讯（黄永按）2007年，保卫部在公司的正确领导
下，团结协作、恪尽职守，圆满完成了全年的工作任务。

全年辖区内发生刑事案件 11 起，与去年同比下降
47.6%；无治安案件发生，与去年同期 1起比下降 100%；共
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43人，有效的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
张气焰。辖区内接报火警 18起。其中，生活区、厂区草坪及
杂草火警 11起、生活区家庭火警 5起、生产单位 2起、车辆
1起。与去年相比下降 37.9%，无火灾事故发生。全年，在平
果铝道路上共发生 20起交通事故，其中厂区内道路发生
轻微交通事故 2起，与去年同比下降 50%，重大事故和一般
事故均下降 100%；全年共完成 301个车皮约 18060吨的铝
锭、铝棒押运任务；处理职工各类求助 40起。为中铝广西
企业的改革发展稳定，为广大职工家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做
出了贡献。

平果铝保卫部

圆满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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