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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褐煤价格上涨幅度大，公司生产成本的压力很重，

自 2007年 10月以来，公司褐煤供应紧张，存量一直在低

位徘徊。

元月初，公司褐煤的库存量已开始急剧下降。面对此

情况，公司召开专题会议，公司领导瞿向东、刘保伟指示，

供应部无论如何都要确保公司生产物资的供应。

供应部即时启动储备供应商，增加资源采购渠道，联

系备用供应商进行发煤，新增的三家供应商分别从云南

富宁、昭通、广西田阳等地发送褐煤，大大缓解了公司褐

煤供应的紧张。

元月中旬，春运开始，车皮十分紧张，云南褐煤的供

应量大幅减少。为了实现公司“开门红”的生产目标，热电

厂运行 4台锅炉全力发电，褐煤消耗每天高达 3000吨。同

时，由于气温下降和春节临近，百色地区的褐煤供应十分

紧张。右江矿务局每天只发 350吨褐煤给公司，公司褐煤

库存天天在降，情况令人不安。

1月 16日，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和冻雨，供应部经理

颜涛带领燃料主管夏彬、主办蒋柱彬，到右江矿务局等褐

煤生产企业，请求他们春节期间不要放假，加大对分公司

的发运量。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深入到百色地区各小煤

矿，寻找煤源。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翻山越岭，深入偏僻

的乡下矿山了解掌握褐煤开采情况，组织供应商四处收

煤。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发现了煤质优的新煤源，当即

和几家煤矿矿主达成口头协议，小煤矿每天可供 300吨至

400吨褐煤，右江矿务局及新增的煤源一起供应，可维持

公司数天的用煤量，供煤情况有所缓解。

1月 22日，颜涛到北京开会，从会上得知一个令人可

怕的信息，由于出现历史罕见低温天气，贵州省大片地区

交通中断，贵州分公司突然被停电、停煤，生产被迫突然

停止，正在开会的贵铝供应经理立刻离京赶回贵阳。

此时，广西分公司褐煤供应形势也十分严峻，公司的

褐煤库存只有 9000吨，仅仅够两天半的用量，热电厂肩负

着多发电、造蒸汽的重任，锅炉一旦断煤，生产将处于瘫

痪状态，公司元月生产开门红也将成为泡影，后果将不堪

设想。

意识到公司生产即将遭遇的险情，在北京开会的颜

涛忍着胃痛连夜起草褐煤供应应急方案，发邮件给瞿向

东总经理汇报当前的情况，一直工作到凌晨两点。接到颜

涛的汇报，瞿向东总经理深知事态严重，立刻电话联系右

江矿务局局长，请求加大对广西分公司的褐煤供应。此

时，由于长时间的低温，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出现冰雪

灾害，全国上下都在抢煤，煤价大涨。

供应部启动应急预案，干部职工进入警戒状态，全力

投入到抗灾救灾中。在抗击灾害中，要求所有员工 24小

时开机，关键科室科长、主要业务人员放弃双休日时间、

春节休假跑供应，及时预报物资发运、在途和到达情况；

另一方面，有关人员积极与生产运行部、二级分厂、配送

部、运输部等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做好生产物资的运

输工作。燃料科 24小时安排人员在煤场值班，未值班的

人员在家待命，随时听候调遣。

中铝公司高度关注广西分公司的褐煤供应情况，供

应部每天早晚两次向中铝总部报告褐煤的到货、库存量

和在途车皮数，供应部与煤有关的人员都在为抢购褐煤

而奔忙。广西分公司领导先后四次组织召开紧急协调会

议，协调物资随到随卸。

1月 24日，公司副总经理刘保伟和颜涛到右江矿务

局，经过艰苦的磋商谈判，在我方做出让步同意小幅涨价

的情况下，与右江矿务局签下了全年褐煤合同。右江矿务

局加大向公司供煤，每天供煤量在 900吨至 1400吨。

为了确保公司春节前后的热电锅炉用煤，1月 27日，

公司副总经理程运材在百色市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取得

百色市政府的支持。百色市委领导刘正东要求右江矿务

局在春节期间加班加点生产，确保百色市铝工业重点企

业广西分公司在冰雪灾害期间的用煤。

与此同时，瞿向东总经理、颜涛电话联系云南省褐煤

供应商，请求加大发煤量。接到电话后，云南煤供应商曲

靖宏捷公司全力公关，尽力为公司抢煤和抢车皮，每天向

公司发出 30至 40个车皮煤，褐煤库存也由 9000吨逐步

增加，至 2月 13日，褐煤库存达到 3.5万吨，褐煤供应趋

于稳定，公司领导和供应部干部职工松了一口气，压在心

中的石头才落地。

褐煤存量急剧下降
供应部门全力出击 广西缺少无烟煤，公司煤气厂造气所需的

无烟煤，采购供应主要来自贵州、山西。受到铁
路运输、气候、季节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无烟煤
的价格历年来在冬季涨幅较大，夏季最为稳
定，而且运输条件较好。

针对这一情况，供应部加强与供应商的沟
通协调，培养稳定的供应渠道。早在 2007年年
初，颜涛向公司领导建议对存煤库容进行扩
建，经扩建后库存能力增加 1万吨。同时预测
到冬季无烟煤的涨价和紧张局面，提出方案，
在八、九月份无烟煤价格比较稳定，运输条件

较好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储备。10月，公司无烟
煤储备量超过了 4万吨，达到历史最高点，供
应部继续加强储煤寻找新煤源的工作。

2007年的 12月，处于云贵高原的贵州已
进入寒冬，25日至 29日，供应部领导颜涛、燃
料科夏彬和企业文化部部长赵林，日夜兼程
2000公里，在产煤大省贵州巡察走访了八家生
产无烟煤的单位，签到了 2000吨到 3000吨无
烟煤的供货量，为元月的生产用煤提供了保
障。

当冰冻雨雪灾害降临，全国的铁路、公路
运输出现中断，灾情愈来
愈严重，分公司供应部提
前的战略储备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使公司无烟煤在
一定时段内供应充足，应
对突如其来的自然冰雪灾
害时不致于慌乱。

储存的无烟煤和贵
州、山西不断运来的煤，维
持着公司的生产。然而，天
气变得更加恶劣，冰雪无
情，在春节前后，冰雪严寒
阻断了贵州至广西的公路
和部分铁路运输，山西煤

也全部被阻断。贵州省是冰冻灾害的重灾区，
因电力严重受到影响，贵州省政府禁止煤炭出
省，并强行征调供应商的煤炭。贵州省除了兴
义地区的无烟煤能经南昆铁路到达广西平果
外，其他地区的供煤全都因交通中断而断供。

煤气厂造气每天需贵州无烟煤约 700吨，
贵州省的灾情使公司无烟煤采购供应形势异
常紧张。

春节期间，颜涛和燃料科的职工又处于警
戒状态，大脑的弦紧绷，全天守候在电话旁，通
过电话线，把握远在千里之外的无烟煤的市场
动态，要求兴义供应商给分公司准备的无烟
煤，派人 24小时盯在货场。“最危急紧张的时候
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催问各供应商有无给公
司报车，甚至深夜还要追问当天所报车皮是否
得到批准。只要车皮计划有一点松动，马上组
织装车发运。” 颜涛和有关人员全身心投入。

经过艰辛的努力，贵州兴义供应商在冰雪
灾害最严重的时候，给分公司发来了 3147.53
吨像“金子般珍贵”的无烟煤，稳定了公司春节
期间生产正常进行。然而，春节过后，除了兴义
的煤，而贵州其他地区的无烟煤均不能发运，公
司的无烟煤又陷入煤荒中。直到 2月下旬至今，
供应部干部职工仍在为无烟煤等重要生产物资
供应在紧张忙碌。

无烟煤储备早绸缪 遇险情解救获生机

雨雪冰冻灾害中，广西电网因灾停运电力

线路 920条，煤炭难以输运，致使发电困难；电
力设施损坏，致使各地供电严重不足。作为用

电大户，中铝广西分公司在冰冻灾害期间采取
有力措施，积极应对限电对生产带来的影响。

在公司领导、装备能源部、电解铝厂、热电厂等
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确保

了冰冻灾害期间生产稳定运行。
广西分公司电力供应的情况是：热电厂三

台发电机组向氧化铝厂输电，约占公司总用电
量的 10％左右；其他厂生产用电和生活用电约

占 90％左右，由南方电网公司供电，其中用电
最大的单位是电解铝厂。

2003年到 2004年，电解铝厂经历了一场

大规模的限电停槽，生产运行遭受的严重影
响，让人记忆犹新，限电和电流波动对电解生

产的影响极为不利。
今年冰冻灾害，南方电网受到损坏。如果

大面积停电，电解铝厂将面临灾难性的打击，

铝锭的生产任务就完不成，生产成本会加大，
干部员工会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

从 2003年开始，广西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煤、电、油荒，限电拉闸是常事。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领导十分重视供电的安全稳定，把这个问
题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公司领导与南方电网
公司和主管电力的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沟

通往来，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持续一个多月的冰冻灾害，使南方电网所

辖区域内的贵州、广东韶关和广西桂林输电线
路严重受损。在电力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分公

司为争取分配到足量的生产电量，多方努力。

作为公司电力对外联系的主管部门装备

能源部经常到电力部门和政府部门进行沟通、
联谊、邀请有关人员到公司参观了解生产情

况。取得了电力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较好地解决了历年来的限电问题，最大限
度地保障了公司生产的连续稳定。

在灾害前期，装备能源部从经理、主管经
理到动力科主管、科员行动起来，了解到供电

有可能受到影响。装备能源部建立了每天与电
力供应部门联系的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广西供
电形势，认真分析和预测电力供应发展趋势，

每天及时向公司领导汇报。公司根据这些信息
进一步加强与供电单位的沟通协调，采取了应

对措施，保证了相对稳定的供电，极大地降低
了冰冻灾害带来的影响。

分公司的正常购电负荷在 27万千瓦到 28
万千瓦左右。限电期间，电力部门保证的负荷

从 26万千瓦下降到 25.2万千瓦左右。通过公
司领导、装备能源部与南方电网公司和政府的

沟通协调，灾害期间，在广西其他发电厂同样
受到缺煤严重威胁情况下，分公司得到了电力

调度部门理解，电力部门只在用电高峰期 2到
3小时对分公司限电，确保了公司生产的稳定

运行。
与此同时，中铝广西企业两公司下发了节

电通知，号召广大干部员工以生产为重，不开

取暖器，不开空调，保证生产用电；生产运行
部、动力厂、电解铝厂、热电厂，严格按照电力

部门的要求精心组织生产；各分厂干部员工密
切监视设备的运行情况，及时处理因电流波动
出现的设备跳停事件，尽力保证生产稳定。

2月 27日，南方电网公司管辖的广西境内

电力设施全部修复，全面恢复正常供电，这场
广西区内大面积停电情况宣告结束。

在限电的一个月里，公司生产仅受到小幅
影 响 。 电 解 铝 电 流 由 178KA 降 到

155KA，160KA系列有 4台槽退出生产，320KA
系列 1台槽退出生产，两系列电解槽共计减产

仅 230吨，没有出现大面积停电停槽的情况。
氧化铝厂、碳素厂等其他生产单位也保持了稳

定的生产局面。

多沟通限电有效减少 保供电产量损失降低

在公司领导与供应部、装备能源部、生产运

行部、运输部等单位干部员工协同作战，群策群

力，艰辛努力下，冰雪灾害中，公司生产受到严

重威胁时，均能化险为夷。特别是奋战在抢险

抗灾一线的供应部干部职工团结一心，任劳任

怨，忘我地工作。由于褐煤、无烟煤供应紧张，

险情接连不断，为“煤”而奔波忙碌的供应部领

导颜涛忍着胃病常复发的折磨，忘我地工作,他

心里只有一个意念：就是拚着老命也要保住公

司燃煤的供应，保住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

中铝广西分公司安然度过了这场罕见的灾

害，度过不平凡的春节。生产的稳定使公司元月

生产经营保持了良好的势头，实现了“开门红”，

实产氧化铝 8.6万吨，电解铝 1.32万吨，月产量

创历史新高，中铝广西分公司以优异的成绩夺

取了抗击冰雪灾害的全面胜利，为中铝公司整

体抗灾抢险减损做出了贡献。

战斗在抗灾抢险一线的供应部职工莫杰峰

感慨地说：“工作很忙、很累，春节也没能回家与

家人团聚，但我们心里还是感到无比的快乐，因

为在公司‘开门红’的成果里，有我们供应部职

工的汗水、智慧和贡献。”

冰冻灾害造成的影响还很深，恢复正常生

产、正常物资供应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公

司的供电虽然平稳了，但一些原燃材料的生产

企业不能正常运行，贵州省政府还在禁止煤炭

出省，公司煤炭、液碱、炭块等物资的供应形势

还非常严峻。公司三期氧化铝将投产、华银铝也

在逐步全线达产，煤的需求将成倍的加大，而煤

资源却在不断的匮乏，煤的采购可是“路漫漫其

修远兮”，供应部干部员工仍不能有丝毫的放

松，他们为公司生产用煤的采购努力还在继续。

（宣传部 供应部 装备能源部共同撰稿
邓小英 张桂霞 /执笔统稿 白泉 /图）

抗灾抢险获大胜 长期保供路还远

元月 12日至 2月 14日，持续罕见的低温雨雪和冰
冻严寒肆虐大地，铁路公路运输全面受阻，中铝所属部分
企业受到建国以来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部分企业大宗原
材料储备、产品发运告急。重灾区之一的广西,电网因灾停
运电力线路 920条，有 40个县、300多个乡、2000多个村
受到停电影响，200多条公路中断，部分铁路中断。中铝广
西分公司生产物资的供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褐煤告
急！无烟煤告急！！限电致使电流下降，公司被迫退出 5台
电解槽，热电厂、煤气厂面临断煤的威胁，电解铝厂电解槽
电流一降再降，生产形势异常严峻。

面对危急形势，公司领导和供应部、装备能源部干部
员工奋战在抗灾抢险的一线，找政府，要政策，跑供应，寻
煤源，保供电，与灾害展开一场英勇无畏、沉着冷静的战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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