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平果铝基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职工家属能够在社
区内平平安安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他们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
暑，都坚守在各自岗位上，巡视、潜伏、值班备勤或在押运途中
……他们，就是公司保卫部的职工。

春节期间,担负着平果铝生活区、厂区值勤任务的保卫部经
警格外忙碌.

消防队和应急救援监控联动指挥中心是保卫部最为集中的
住勤制单位。春节期间，每天的值班备勤人员由平常的 8人增加
到 16人，以期确保突发事件时有足够的人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赶
赴事发现场。消防队员还承担着燃放烟花的任务，在大年三十晚
上，为圆满完成当晚燃放烟花的任务，消防队员从搬运烟花、炮
筒、沙袋到布阵、燃放、清理场地，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为平果铝
基地的职工家属献上精彩的焰火晚会。

在厂区大门、二号门岗，经警人员负责检查出入大门的车辆
和人员，避免公司财产从门岗流失。他们在寒冷的天气下，对进

出的车辆、人员认真的检查。一个班下来，在寒风冷雨中，检查车
辆、人员上千次，他们手上都长了冻疮。在外押运铝锭车辆的保
卫人员更加辛苦，整天守护着一车皮的铝锭，一路上没有热饭没
有热水。但他们不喊累不喊苦，尽职尽责将满载铝锭的车皮安全
运送到客户手中。

负责生活区治安防范的保卫二科，是保卫工作中最艰苦的。
春节期间，他们每天都得上岗。晚上，他们冒着细雨、顶着寒风，
驾驶治安巡逻摩托车不停在各生活区巡逻。待天亮下班时，手冰
脚冻，鼻青脸肿。

厂区保卫科、矿山保卫科、交安科值班人员也都尽职尽责，
共同维护平果铝辖区的社会治安稳定。

为使保卫人员安心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保卫部部长杨曲
蒙每天都利用时间和住勤人员共进晚餐，与他们奋战在值勤一
线岗位上。

一分辛苦，一分收获。今年春节期间，平果铝辖区，实现继去
年国庆长假后的又一个“零”发案。
“确保辖区治安稳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不能回家

过节，但是我们的工作能换取职工家属的平安和谐，值得！”保卫
人员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黄永按）

我们这样过年
———保卫人员春节期间加强守卫侧记

图为种子过滤加工场。 马雁飞 摄

氧化铝三期种子过滤工程由中国有色第六冶
金建设公司承建，该系统在施工过程中，各级管理
人员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为确保工程按期完工，
春节期间，全体施工和管理人员都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加班加点。

本报讯（胡晓红）近日，物资配
送部下发文件，对成品库员工杨青
进行通报表扬，号召全体员工向他
学习，并发放了 200元奖金。

2008年 2月 10日（正月初四）
晚 21 时 30 分，一辆车号为贵
A80554的货车到成品库要求装运
氧化铝发往隆林铝厂。当班员工杨
青见来人面生，不是往常开此货车
的司机，便要求他拿出驾驶证和行
驶证以进行甄别和确认；该司机非
常不乐意，认为是故意刁难。杨青

好言相劝并耐心解释，直到他改变
态度并拿出相关证件。杨青拿着证
件与物流公司提供的司机资料进行
了认真核对，并与销售部联系确认，
在确定货车司机是翔吉物流公司派
出的临时提货司机后，才放心地安
排装车和发运。

这一个细节，体现了杨青强烈
的“把好产品出厂关、维护公司利
益”的责任意识，体现了杨青严守规
章、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体现了杨
青诚心耐心、有礼有节的服务态度。

物资配送部表彰尽职员工

最近，电解铝厂出台了《关于
严格安全帽佩戴的通知》。通知看
似简单，才 200来字，但一个月来，
却改变了员工在上下班时间出入

电解厂房
通道不戴
安全帽的
痼习，特别
是处在厂
房对面的
电解三车
间、供料净
化车间、生
产控制中
心的员工
上下班，穿
越电解厂
房通道是
必经之路，
通过严格
管理后，职
工上下班
时间穿越
厂房通道
不戴安全

帽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上班时间穿好劳保服，戴好安

全帽，对我们职工来讲一切都成为
习惯，似乎没有违章违纪问题，但
我们很多职工却忽视了上班到岗
位、离岗到下班时穿越厂房不戴安
全帽甚至不穿工作服的习惯性违
章行为，由于这是处于非工作时间
穿越工作现场的短暂时间，没有明
文规定属于违章，纯属个人安全意
识、自我保护范畴。因而，安全意识
淡薄的职工就不会煞费心机去戴
安全帽及如何防止意外了，侥幸一
直以来，并没有发生相关事故，更
多的人加入了这一习惯性违章者
的行列。

为了做到安全管理横向到边，
竖向到底，不留死角，电解厂最近
不断加强厂区边缘安全管理，教育
广大职工克服不良的习惯性违章
行为，并针对性采取了一些措施，
杜绝了一些安全隐患，目前电解铝
厂车间职工在澡堂或厂房外穿好
工作服、带好安全帽已成为良好的
自觉行为。(龙伟）

一纸小规定 改掉坏习惯

本报讯 (贺舰灵
周利)2月 14日上午，
平果铝医院机关党支
部成员在王清海院长
的带领下会同平果县
四塘镇卫生院党支部
成员一行 11人，来到
平果县四塘镇龙盘村
坡料屯残疾人林军家
开展捐资助学帮扶活
动。

在林军家中，王
清海院长与林军一家
人进行了交流，从谈
话中知道了林军家中
无任何经济来源，只
靠政府每月拨给每人

30 元的费用维持生
活。王清海院长和四
塘镇卫生院陈院长在
勉励林家女儿和儿子
要认真读书争取考上
大学的同时，把平果
铝医院机关党支部成
员、入党积极分子及
团员共捐出的 600 元
钱和 50 件衣物及四
塘镇卫生院捐的 200
元钱、一箱面条及一
桶 5公斤食用油送到
林家人的手中，希望
能够解决他们家的困
难和孩子们上学的费
用。

平果铝医院机关党支部

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本报讯（罗荣秀

李文地）2月 18日至
20日，动力厂举办了
一期通讯员新闻写
作培训班。在为期 3
个半日的培训中，动
力厂各车间、科室的
30 名职工参加了培
训。

为了提高动力
厂通讯员的文字写
作能力，全面地展现
动力厂职工生产生
活的面貌和风采，动
力厂特邀请了宣传
部、企业文化部的 3

名长期从事宣传工
作的专业人士对职
工进行授课指导。他
们结合实例，对消息
和通讯的写作、摄像
的基本知识及使用
技巧、常见企业新闻
题材的写作方法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还讲述了如何在
本单位中寻找有新
闻价值的通讯和消
息的体会与经验，让
参加培训的通讯员
获益匪浅。

动力厂

举办通讯员培训班

本报讯（锅炉车间）最近，热电
厂锅炉车间根据气候持续低温情
况，对锅炉的冷却系统模式进行调
整，改两台冷却风机运行为单台风
机运行。此举每月可节电 13000度，
取得了良好的节能效果。

今年 1月份以来，气温持续下
降，该车间锅炉冷水池的水温已经

降至 15摄氏度。车间经过讨论，决
定改变冷却风机运行方式，由运行
两台风机改为只运行一台风机，并
且定期切换风机运行。经过一段时
间的观察，运行一台冷却风机冷水
池水温也能保持在 20摄氏度左右，
达到冷却水温度的要求，又可以节
约电能。

利用异常气候 巧作节能文章

本报讯（孙毅 黄智）去年，煤
气厂积极采取措施，在遏制无烟煤
自燃上狠下功夫，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首次实现了二期投产以来无烟
煤全年无自燃的好成绩。
在生产中，煤气厂每天要消耗

约 600吨气化用无烟煤。在高消耗
量的情况下，工厂采取了“多存煤”
的战略来保生产。然而，贵州来的无
烟煤含硫、含磷量高，在广西高温高
湿气候环境下，堆积量较大的无烟
煤堆容易自燃，造成了极大的经济
损失。据统计，仅 2006年煤气厂就
先后发生了三次自燃，造成近 2万
吨无烟煤受损；自二期投产以来，煤
气厂平均每年因自燃而受损的无烟
煤达 4000～8000吨，按自燃煤质
量相当于贵州煤质量的 50%计算，
平均每年造成经济损失约 200多万
元。无烟煤自燃，成了煤气厂生产组
织的一道大难题，遏制无烟煤自燃
迫在眉捷。

煤气厂强化无烟煤堆场的管
理，一是采取合理的堆煤方式。煤气
厂采用以屋脊式和三角形式的堆放
形式，使煤堆与挡墙有一定间隔，并

且煤堆的高度控制不超过 6米，从
而使煤堆内部热量得到及时散发。
二是尽量保持无烟煤干燥。煤气厂
对煤堆场的挡雨棚进行了维修，防
止雨水渗入；在煤场四周打钻了 6
口水井用以排地表积水，降低地表
水位，确保了发生炉用煤的干燥，增
强了煤堆的透气性，易于煤堆散热。
三是煤气厂做好分段用煤计划，建
立无烟煤入库登记记录，按照“先进
先用、后进后用”的原则，将一个断
面煤用完后再堆放新进煤，从而避
免了煤长时间存放。四是加强对煤
层自燃进行预测预报。煤气防护站
员工、输煤天车工利用便携式一氧
化碳检测仪和红外线测温仪，对煤
堆一氧化碳浓度进行定期检测，追
踪监测确定高温点，推断出火源点
的位置和观察出煤自燃的征兆，从
而把自燃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

通过采取上述有力措施，2007
年煤气厂有效遏制了无烟煤自燃现
象的发生，实现了二期投产以来全
年无自燃的好成绩，进一步确保了
生产的安全稳定运行。

煤气厂遏制无烟煤自燃
2007年首次实现二期投产后零自燃

本报讯（冯石印）2月 24日下
午 14时 36分，氧化铝三期施工现
场供电线路 191线电缆被施工单位
铲车挖断，施工现场因此停工。动力
厂电检车间接到抢修通知后，立即
组织人员奔赴事故现场进行抢修，
并于当日 20时 24分恢复送电。

191线是氧化铝三期施工现场
主要供电线路之一，能否正常供电

关系到工程施工进度。该车间值班
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进行现场勘
察，很快制定出在电缆断头处赶制
两个中间头的抢修方案。抢修人员
分工合作，抢修工作快速而有序地
进行着，他们连续奋战。经过近 6个
小时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抢修工
作，为工程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争分夺秒抢修 确保三期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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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2月 6日，最后 4
台超宽分离器和 4台大型加热
器胜利运抵三期工程建设工
地。至此，从 2007年 7月首批
氧化铝三期工程所需大型设备
进厂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运输
部科学组织，调集精兵强将，共
派车一千多台次，吊装运输量
一万多吨，圆满完成了氧化铝
三期工程所有大型设备的吊卸
任务。
每台设备“安家落户”的背

后，都凝聚着运输部干部和吊
装队伍职工的心血。

为了做好设备吊运工作，
运输部及早打造实力，做好准
备。2006年 10月，运输部从上
海电力环保设备总厂请来技术
人员对已经服役了 15 年的
130吨挂车和 150 吨吊车进行
细致彻底地检查维护，使两车
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2007年
4月，运输部又派出员工到上
海学习该车的操作、维修技能。
另外，运输部还从检修厂调来
了起重经验丰富的职工吴俊文
来充实吊装队伍的技术力量。
为避免挂车在运送超重设备过
程中出现故障，汽修工经过对
挂车各类实际参数反复地摸

索，对动态中挂车的水平调试
和轮胎的气压均衡这两个重要
环节做到心中有数，并更换了
加厚轮胎，正确调整了胎压。充
分的准备工作，为超长、超宽大
型设备的运输提供了有力的保
证。

2007年 7月，闪蒸器、压
煮器等大型设备陆续从铁路和
水路运抵平果境内。这些大型
设备中，直径最大的 7米，最长
18 米，最重的 146 吨，为将这
些“巨无霸”顺利吊装上挂车，
运输部加强了与相关单位的沟
通协调，制定了科学的吊运方
案。

在分别对两台直径为 7
米、长 13米、重 69吨分离器进
行卸船时，吊装工作遇到了麻
烦。由于船不能靠码头太近，用
150 吨吊车对分离器进行试吊
卸船时，发现分离器重心离吊
车回转中心距离太远，超出了
吊车在该幅度下的起重极限。
为成功将设备卸船，运输部领
导、车队起重技师、起重工、吊
车司机重新对码头现场进行勘
查，仔细分析计算 150吨吊车
吊臂在不同幅度下的安全起重
量，并提出了用现有 50吨、70

吨吊车配合 150吨吊车卸船的
方案。技术人员将分离器重力
合理分配，准确选择吊点，与三
台吊车吊钩可靠连接，利用各
种力学原理垂直缓慢起吊。在
三台吊车的精密配合下，成功
地将分离器吊装在码头上。

从飞江码头到平果铝基地
的沿途道路上，电力光缆线路
复杂，给运输和吊装作业带来
了很大困难。为了保证设备“吊
得起、拉得顺、运到位”，一组由
工电段员工组成的“清道夫”担
负起了“护驾”任务。他们预先
做好路况勘察工作，对沿路架
空电缆、电线等障碍物进行支
撑、拆除和恢复。哪里有障碍
物，哪里就有这支队伍忙碌的
身影。他们放弃了一个又一个
休息日，和其他同事一起在现
场连续奋战。

大型设备吊运期间，为了
确保作业安全，运输部领导亲
自带领各车间科室主管现场勘
察，协调各方力量，做好现场的
安全监督工作。在冬天最冷的
那几天，运输部机关科室为在
码头作业的员工送去了姜汤和
火炉，把关怀和温暖送到了工
作现场。

为了做到了日常倒运和物
资转运两不误，运输部领导和
汽车一队精心协调，统筹安排，
抽调精兵强将参与吊装，把车
辆和人员的调配发挥到最佳限
度。遇设备集中到达时，临时加
大人员投入，组织大型吊车、拖
车连续奋战，最大限度为公司
节约了停时费用。

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
强大的。在大型设备吊装的 7
个月里，运输部在完成日常物
资倒运的情况下，共完成 38台
压煮器和 18台闪蒸器以及各
种球磨机、煤气发生炉、多功能
天车等大型设备的卸装任务，
并配合中铝国际顺利完成了不
计其数的钢材、设备的卸车和
出库任务。由于精心组织、安排
周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吊装
运输攻坚战中，没有发生一起
人身和设备事故。

如今，这支有着钢铁般意
志和力量的铁军，还有类似的
日常物资转运以及配合施工单
位进行氧化铝三期工程设备安
装 的 工 作 ， 在 等 待 他 们
……

(欧 健)

立下愚公志 誓运钢铁山
———运输部吊运氧化铝三期工程大型设备侧记

本报讯（黄宗东）元月 25日，在广西分公司召开的 2007年
度设备管理和节能降耗工作总结表彰会上，公司总经理瞿向东
强调，要将标准量化管理理念融入设备管理日常工作中，设备管
理要努力做到“准”和“省”。

会上，装备能源部总结了公司去年的节能降耗工作和设备
管理工作，表彰了一批在节能降耗和设备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
成效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氧化铝厂、电解铝厂、热电厂等三
个节能管理先进单位，5个节能先进集体，22名节能先进个人，
氧化铝厂、动力厂、电解铝厂、矿山部等四个设备管理先进单位，
22名设备管理先进工作者，10 名优秀点检员受到了表彰和奖
励。节能管理先进、设备管理先进和优秀点检员代表在会上分别
发言。

会上，瞿向东总经理指出了公司今年节能减排的方向和工
作重点：一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推进节能减排；二是将设备调整到
最佳状态，以高效的设备运行状态来实现节能减排；三是通过投
资新的项目，运用新的技术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四是通过管理

创新，实施运行方式的优化来实现节能减排；五是通过不断提高
广大职工的节能意识来实现节能，这是节能减排工作中最重要
的环节。

在谈到公司的设备管理工作时，瞿向东指出，今年，公司设
备管理工作的重点是进一步落实标准量化管理理念，将理念融
入设备管理日常工作中，运用标准量化的数理统计工具，整理分
析设备的运行数据，找出设备的管理规律，在技术经济的更高层
面上提高设备的管理水平。他强调，设备管理要努力做到“准”和
“省”。要及时准确捕捉设备的异常信号，准确把握设备的运行状
态，提高设备管理水平，不断降低设备管理成本。要尽快掌握氧
化铝三期工程的设备状况，强化工程的设备管理，力争在年底将
氧化铝三期工程两条生产线的设备纳入正常的设备管理。

公司副总经理程运材希望公司各单位和部室认真落实公司
设备管理工作的有关部署，不断提高公司的设备管理水平，为全
面完成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任务而努力。

在分公司 2007年度设备管理节能降耗总结表彰会上，瞿向东强调：

设备管理要做到“准”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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