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黄永按）3月 5日上午 10时 40分，平果铝含笑生活
区 28栋 604房发生一起入室持刀抢劫案，十五分钟后，犯罪嫌
疑人被保卫部保卫人员抓获。
据悉，犯罪嫌疑人从楼顶沿墙壁爬到 6楼，从没有防盗网的

厨房窗口进入房间。用菜刀威胁房间内正在休息的矿山部女职
工曾某，匪徒抢走手机后匆忙逃窜。保卫人员从监控录象中发现
嫌疑人从 28栋往存续办公楼前的山上逃窜。保卫部部长杨曲蒙
当即下达围堵存续办公楼前山脚各个路口的命令，指挥中心人
员、保卫二科保卫人员、经警中队经警队员按照指令，快速展开
围捕，张网以待。在游泳馆门口潜伏的行动小组，见从草丛里钻
出一名男子，经确认后，保卫二科副科长立即下令进行追捕，并
在百合山庄前公路上将其擒拿。

经初步审查，犯罪嫌疑人杨某，22岁，吉林省白城市人，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曾于 2005年 9月因在平果铝入室盗窃，刚
劳教期满释放。此案已移交铝城公安分局
作进一步审查。

今年辖区首案十五分钟告破

本报讯（黄智 李国栋）学雷锋活动日即将来临，为响应公
司团委号召，3月 1日上午，煤气厂、碳素厂两个单位组织团员青
年开展义务劳动，对平果铝第一幼儿园的铁门、游乐设施等铁制

器具进行除锈刷漆和切割焊接，共有 12名团员青年参加了此次
劳动。

日前，当了解到平果铝第一幼儿园开学在即，但园内铁门和

游乐设施多处生锈，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后，煤气厂和碳素厂

两个单位决定联合组织开展义务劳动。此次劳动主要是对幼儿
园两处铁门和两座铁制城堡模型进行刷漆，对一座大型幼儿游

乐设施进行除锈刷漆并更换已经锈烂的 11个柱脚。
在近四个小时的劳动中，团员青年们分成三个小组，一边粉

刷大门，一边粉刷城堡，一边切割和焊接柱脚，大家争先恐后，干
劲十足，不怕脏累，在奉献中体验快乐，在劳动中展现风采，体现

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受到了幼儿园老师和过往行人的好评。

煤气厂、碳素厂

组织团员开展义务劳动
2月 16日中午 12时，矿山部一期生产控制中心接到现场操作员急

电，整个一期清水管供水压力急剧下降，可能有清水总管爆裂，导致大量

清水外泄。这就意味着整个一期洗矿、排泥系统将面临全线停产的极大

险情。

时间紧迫，险情就是命令。矿山部领导向瑞群、何伟等各职能科室负

责人火速赶往现场。通过现场查看，并仔细翻阅图纸，大家确认是趸船泵

房至十区高位水池的直径达ф450mm的清水总管存在泄漏。由于此段管

路长达 250米，深埋在地底下 2米，而且管道还经过高达 10米的铝土矿

堆场以及横穿水泥路面，现场水管分布的图纸已经变更，根本无法辨别具

体的泄漏部位。如果靠人工一点一点开挖查找，不仅检修费用高达几十万

元，而且一期的生产将面临长时间停产，给矿山部一季度的生产以及公司

氧化铝三期铝土矿的储备带来极大的影响。时间不等人，矿山部领导立即

与机动能源部动力科联系，探讨有无较好较快的探测泄漏部位的办法。机

动能源部动力科岑兆林接到电话并详细了解情况后，立即带上超声波漏

点定位检测设备火速来到了矿山部一期现场。扛着重达 20斤的准确率高

达 90％的超声波漏点检测仪，沿着管道一步步检测，终于探测到水泥路

面下的水管存在漏点。

由于矿山部各项工作准备到位，参照检测点，运行工区立即安排挖掘

机开挖路面，大约 10分钟后，管道泄漏部位终于暴露出来，与仪器检测的

泄漏部位一点不差。经过连续 5个小时的艰苦奋战，爆管部位全部更换、

焊接完毕。经过开机试车，清水压力正常，设备运行正常，一期恢复生

产。 （陈厚忠）

当险情发生后……
———矿山部抢修一期破碎系统清水总管爆裂小记

本报讯 (胡龙) 电解铝厂三个电解车间的厂房连起来将近
2300m，夜间厂房照明用电量相当大。为了更好地落实中铝总部关
于灾后重建视频会议的精神以及瞿向东总经理和刘永刚书记在会
上的部署，电解三个车间根据车间生产组织方式，想方设法挖潜增
效，巧妙利用时间差推行节能减排措施，在换极作业完毕后，出铝
的区域、休息无作业的区域，夜间分区域只开一半厂房照明，满足
现场其他作业照明即可。这样，电解车间每年可节约动力电 21000
多度，直接经济利益近 11000多元。

据悉，电解其它车间都在运行这种节能照明模式，以达到降耗
目的，为节能减排工作出力。

电解铝厂

一好点子节电两万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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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生产运行部）2月 27日至 29日，公司生产
运行部组织了质量管理体系与质量改进知识培训。各单
位车间（科室）质量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质量改进小组
（QC小组）骨干成员等 100多人参加。

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质量管理体系
运行中的文件控制、生产和服务运行控制、纠正和预防
措施的实施等过程中遇到新的问题如何处理和实施；二
是质量改进过程中，如何将标准量化管理的理念和质量

管理技术工具有机结合，把质量改进的程序和路径进一
步细化和量化，达到提质降耗的目的。

培训采用了互动形式。一是由学员针对希望学习了
解的知识提问题，现场讨论解答；另一方面，向学员征求
公司质量管理工作方面改进建议。现场解答了 20多个
问题；收集质量管理工作建议 10多条，为今后公司质量
管理工作改进提供了参考。

公司开展质量知识培训

本报讯（马雁飞）元月 27日晚，一辆挂
着“平果—铝业”标识牌柳微车，车上歹徒先
后在平果县火车站路口和金土地大厦转盘
处，对中铝广西企业的两名男职工实施抢
劫，抢走 1100多元现金及两部手机。

案发后，在百色、平果、南宁、田阳等县
市公安局刑侦人员的协作下，成功破获了这
起抢劫案件，并一举摧毁了一个抢劫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4人。

当晚 22时许，中铝广西企业财务部一
男职工从南宁坐火车回到平果，在火车站路
口处，坐上了一辆平果往平果铝方向开的柳
微车。车刚启动，坐在后排的两名劫匪用手
捂住他的嘴巴并用透明封口胶绑住双手，封
住他的嘴巴和眼睛。在其身上搜得了一部黑
色翻盖彩屏手机和一张银行卡。匪徒逼问得
银行卡密码之后，把车开到隆安县城取钱。
卡上有 100多元。由于金额较少，匪徒决定

折回平果县再次作案。随后，他们以同样的
手段在金土地大厦转盘处，对另一名中铝广
西企业矿山部的职工进行实施抢劫，劫得
1000元现金和一部手机。接着，匪徒将车开
往隆安方向，在平果县高速路口处将两名受
害者丢下即逃离现场。
案发后，平果铝业公司保卫部多次前往

平果县公安局、政法委询问该案件的进展情
况，在百色、平果、田阳等多方干警成立专案
组，全面展开侦查工作，围绕案发现场、被抢
范围及嫌疑人可能逃跑路线，展开地毯式排
查走访。终于在 2月 2日 23时，在田阳县抓
获了犯罪嫌疑人。经审讯得知，犯罪嫌疑人
林某、刘某、“阿书”、“阿民”均为田东县林逢
镇人。该犯罪团伙于去年 12月 23日起 40
天里在平果、田林、百色、德保、南宁等县市
作案 14起。劫得脏款 1万多元和一辆面包
车。他们主要选择较富裕的县域做为作案地

点，作案过程主要是将受害人劫持到车上实
施抢劫后，带到离作案现场较远的地方进行
丢弃。作案的对象主要为单独行走或驾车的
女性。

针对此事，平果铝业公司保卫部部长杨
曲蒙告诉笔者。近几年，随着案件的不断告
破，极大的震慑了犯罪嫌疑人。目前，平果铝
辖区社会治安状况趋于平稳。保卫部将根据
辖区的特点，按照公安部以预防为主，单位
负责，突出重点，保证安全的企事业内部治
安保卫工作的要求。加强与铝城公安分局的
联勤、联动、联控的力度，采取公开和秘密相
结合的防控机制，减少案件的发生；同时，要
求广大职工群众要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不
要单独出行或往死角盲点的地方行走。出门
时，不要随身携带暂时用不上的财物，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4人 40天作案 14起

五县市干警协力侦察 一劫匪团伙落入法网

本报讯(刘仕铎)3月 8日 22时 30分，随着 4号炉 2号主汽阀的
缓缓开启，热电厂 4号锅炉顺利地并入了供汽管网，标志着 4号锅
炉的生产恢复取得了成功。

2月 28日早晨 6点 50分，4号锅炉因煤质差造成灭火后炉膛内
燃料发生爆燃，导致水冷壁管泄漏和部份变形而停炉。为了尽快使 4
号锅炉恢复正常运行，缓解生产紧张的局面，公司领导及各相关部
门对 4号炉的恢复工作十分重视，公司瞿向东总经理、副总经理程
运材、刘保伟、经理助理夏远强等领导多次到现场考察、指导恢复工
作。为了协调 4号炉抢修期间的相关工作，公司还专门成立了 4号
锅炉抢修领导小组，对整个抢修过程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经过各方面的通力协作，3月 8日，4号锅炉消缺完毕并经广西
特检所检验合格后，成功点火并顺利恢复了运行。

热电厂

4号锅炉顺利恢复运行

本报讯(黄国英 贺舰灵)3月 7日上午，长城铝业公司总医院在

该院王幸福书记的率领下一行五人到平果铝医院参观考察。

到平果铝医院后，在王清海副院长的主持下，召开了由院领导

及各科室主任共 20人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上双方医院领导分别

对各自医院的经营管理经验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就当前企业医院的

医疗制度改革、医院的医疗护理质量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会后，

他们还参观了平果铝医院各科的设置、设备及管理情况。

通过交流和参观考察，两院彼此对当前企业医院的医疗制度改

革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同时也增加了两院之间的友谊。

长城铝业公司总医院领导

到平果铝医院参观考察
本报讯（刘伟）日前，动力厂供电车间针对春季天气回暖、潮湿、

雷雨等气候特点，认真做好春季“四防”（防潮、防鼠、防雷、防洪）工
作。

工作从五个方面开展：（一）通过对运行设备投入加热器、启用
防潮设备等措施，完成对设备的除潮工作；（二）组织进行一次“横向
到里”，“纵向到边”的全面防鼠检查，做到每个电缆沟都要下去细
查，发现漏洞及时修补，各个角落定点更换新的鼠药，有效防止鼠患
发生；（三）检查维护防雷设施，重点对避雷针、线、网、带进行有效检
查，确保设施的完好和参数正常，降低雷电对设备设施的危害；（四）
对防洪设备潜水泵，防洪设施防洪沟、各变配电室排水管道进行全
面仔细检查，确保排水流畅，防止积水造成设备事故和生产中断；
（五）组织全体员工学习熟悉各类应急预案，为设备的长期安全稳定
运行“保驾护航”。

动力厂供电车间

做好春季“四防”工作
始终以满腔的热情，不懈的追求，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

的贡献，实现着自己的人身价值，超越着自己的梦想。有人曾说：“如
果男人是照亮大地的太阳，那么女人就是月亮”。十多年来，张冬梅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女人不是依附男人发光的月亮”这一诺
言。

仪表检修工作，四、五十度的高温环境、数十米的高空作业比比
皆是，酷暑季节，穿着厚厚的工作服，顶着烈日在户外作业，汗水顺

着脸颊直往衣服里流，遇到雨天穿上胶鞋还得接着干，一天下来浑
身上下不是汗水就是沾着泥点的雨水。倘若是在焦灰仓附近作业，

除了两眼球和牙齿还能分辨外，整一个煤矿工人，她总是这样，把歌
声和欢笑带到现场，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心情面对每天纷繁复杂的

工作。寒来暑往，漂亮的裙子只能放在衣橱里当摆设，每天陪伴的只
有那套洗了又洗的工作服，但她始终认为，辛勤工作的女人才是最
美丽的。

专业上不比男同志差，她是计控站唯一熟练掌握文稿展示工具
PowerPoint的行家，车间的内部培训讲义，QC活动材料的制作等，

都离不开她大力的协助。她还利用自己在宣传方面的特长，积极参
与车间板报的出版，宣传稿件的投递，为车间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

拥有同样的广阔天地，拥有同样的平台尽情施展才华，中铝公

司每一分钱的收入，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都凝聚有她们辛勤的汗
水和无私的奉献。她们就是中铝广西分公司碳素厂计控站 15人团
队中仅有的三位女性，她们的事迹无法逐一概全，就这三个人，于近
几年中铝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将”半边天、生力军”的美誉诠
释得淋漓尽致，在平凡的岗位实现了各自的闪光。（阮浩)

女人不是月亮
———记碳素厂计控车间女工张冬梅

3月 11日上午 8时，检修厂、氧化铝厂组织精兵强将投入
到氧化铝一系列停气检修工作中。

在检修厂、氧化铝厂、十一冶、运输部等单位的团结协作下，
11日晚 21时溶出通汽暖管升温，至 12日凌晨溶出开始出料，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韦融江 李浩 /文 白泉 /图)

本报讯(杨文东)3月 4日下午，动力厂在厂部四楼会议室举
办 2007年度QC成果演示会。演示会由厂技术科主持，供电车间
金钥匙 QC小组、空压车间拓荒牛 QC小组、电检车间猎鹰 QC
小组参加了此次成果演示会。

演示会上，按照开展 QC小组活动的“PDCA”循环原则，详
细讲解了开展课题活动的过程以及取得的良好效果。与会人员针
对各小组QC成果的内容、编写、幻灯制作等方面各抒己见，交换
看法，指出了不足之处。
通过举办QC成果演示会，与会人员达成了以下共识：一、交

流经验，有利于提高各 QC小组开展活动及编写成果材料、制作
幻灯材料的能力；二、各车间高度重视QC小组活动，充分发挥了
质量管理小组作用，为生产解决实际问题；三、QC活动的开展需
进一步拓展思路，把活动的内容扩展到安全环保、企业管理等各
方面；四、要积极思考如何将 QC小组活动与标准量化工作进行
整合，进一步推动标准量化管理工作的开展。

动力厂

举行 QC成果演示会

本报讯（梁英勇 黄立群）江洲 58#—3
采场经过几天紧张的剥离后，于 3月 12日
正式组织生产铝土矿。

为了确保新采场顺利出矿，矿山部对出
矿方案和组织方式进行了细化和完善。由于
矿石运输路线要经过现有的矿山主干道，路
上除了运矿车外，还有大量的社会车辆来
往，给交通安全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此，矿
山部组织相关单位、科室召开了专题会议，
对行车路线、速度、沿路的交通标识、卸车、

会车点的设置均作了明确规定。矿山部还与
运输单位进行了沟通协商，与各方达成了共
识。考虑到本次抢救性回采时间紧迫，矿山
部充分利用晚上车辆较少的时段，安排倒班
采矿。生产运行工区根据矿部的要求，提前
组织人员和设备进入采场熟悉道路，对一些
地段进行了修缮。各单位各司其责，从安全、
技术、设备技术状况及采矿工艺进行现场指
挥协调，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确保了采场
按计划顺利出矿。

江洲 58#—3采场产出铝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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