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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小丽 肖德元）3月 25日，中国投资协会表
彰和奖励了 39项 2007年度全国优秀投资项目奖，其中，中
铝广西分公司热电脱硫除尘系统改造工程项目榜上有名。

投资额为 9720万元的热电厂脱硫除尘系统改造工程
于 2004年 2月批复立项，同年 8月 22日开工，2007年 1
月 8日顺利完工投用。该项目主要是对公司热电厂一期工
程三台锅炉的除尘系统进行改造，包括对脱硫系统、灰仓、
电石渣系统、空压机室、变压站和水泵房等工程的改造。改
造目的是解决灰渣坝库容和二氧化硫排放污染的问题。
该项目实施后，使灰渣坝库容使用年限提高到 26年以

上，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7467吨，减少烟尘排放
1319.2吨，改善了厂区和周边环境。每年可节约二氧化硫排
污费 230万元、灰渣坝建设费约 8000万元，增加粉煤灰外
销收益 621万元。该项目的实施，大大减少了污水排放，有
效改善了厂区和周边地区的空气、噪音等生产生活环境，具
有较好的社会效益。该项目采用 NID循环半干法脱硫技
术，兼有干法的廉价、简单、可靠和湿法的高脱硫效率、原料
消耗低、能耗低等优点，对燃用中低硫煤的中、小型锅炉有
较好的适用性，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

本报讯（马雁飞）日前，广西区总工会、广西壮族自治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表彰了一批 2007年度广西“安康
杯”竞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平果铝业公司获 2007年度
广西“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这是该公司连续第四次获得
此项殊荣。中铝广西分公司副总经理刘保伟获得广西“安
康杯”竞赛优秀组织个人奖，实业公司碳素制品厂维修班
获得广西“安康杯”竞赛优胜班组。

本报讯（唐淑媚）3月 10日，经广西自冶区财政厅审核
批准，监理公司获得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资质。资质内容
主要包括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乙级招标代理业务范围以内
的政府采购项目招标代理业务;货物（服务）招标、竞争性谈
判、询价等政府采购代理业务；政府采购咨询服务。这项资
质的获得，使监理公司的经营范围又扩大到政府采购代理
方面。

本报讯（马雁飞）近日，平果县精神文明委员会表彰
了一批平果县文明乡镇（村、社区）和文明单位，平果铝医
院、平果铝生活服务公司、平果铝宾馆、中铝广西分公司
矿山部、检修厂等五个单位荣获“文明单位“称号。此次平
果县精神文明委员会共表彰了 14个文明乡镇、村、社区，
18个文明单位。

本报讯（生产运行部）3月
27日至 28日，在广西分公司
2007年度 QC成果发布会上，
来自各单位的 32 个 QC 小组
发布了成果。

经过两天紧张角逐，电解铝厂
“银光闪闪”QC 小组获得此次发布
赛的冠军；电解铝厂“星星 QC小
组”、矿山部“红土地 QC 小组”、矿
山部“绿叶 QC 小组”荣获二等奖；
动力厂“金钥匙QC小组”等 10个小

组荣获三等奖；“银光闪闪 QC 小
组”和“星星 QC小组”还获得“最佳
幻灯制作奖”；电解铝厂“探索 QC
小组”和“银光闪闪 QC 小组”获得
“最佳发表效果奖”。大赛设置的“最
佳创意奖”由矿山部“红土地 QC小
组”摘取。

此次发布会有三个特点：一是小

组活动范围有了突破，采矿资源综合
利用，环境保护类型课题开展效果突
出；二是大多数参赛小组较注重统计
技术的应用，统计技术应用水平又上
一台阶；三是在发表形式、幻灯制作
方面，能够灵活运用电影背景设计、
录相插入等方式，较直观地展现了活
动过程。

本报讯（陈亚宁）4月 9
日，自治区成立 50周年大
庆中央代表团筹备办调研
组国家民委办公厅副主任
官兆强、自治区民委副主任
龙毅一行到广西分公司考
察。公司党委书记刘永刚陪
同考察人员参观了氧化铝
厂焙烧车间、氧化铝二期均
化库及电解铸造车间。

刘永刚书记向来宾介
绍了广西分公司改革发展、
生产经营、科技创新、节能
减排及氧化铝、电解铝生产
工艺，并介绍了氧化铝三期
工程建设进展状况。双方就
广西分公司如何在广西经
济发展进程中做出贡献进
行交流。

本报讯（人力 文欣）经过两公
司各相关单位的精心组织和共同努
力，167名职工的内部转岗安排工作
已于近日顺利结束。他们分别被安排
到矿山、氧化铝、热电、煤气等三期的
岗位中。

三期工程投产在即，两公司合并
重组工作也在不断推进，为了解决三
期氧化铝新增岗位对人员的需求及

合并重组过程中人员安排的问题，落
实“增产不增人”的理念，广西分公司
决定在两公司实施人员内部转岗措
施，挖掘现有人力资源潜力，满足三
期投产的岗位需求。内部转岗文件下
发后，中铝广西企业一些单位的职工
踊跃报名去三期岗位，根据公司的部
署，最后确定 167名符合条件的职工
转岗到三期工程。在这次转岗的 167

人中，平果铝业公司转岗 77人，检修
厂转岗 18人，运输部转岗 24人，氧
化铝厂内部转岗 24人，热电厂内部
转岗 13人，煤气厂内部转岗 3人，公
司其他单位转岗 8人。目前，各单位
对转岗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培训，三期
投产后，他们将投入到三期的生产
中。

本报讯（马雁飞）4月 9日，平果铝业
公司召开了一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暨三
月份经营例会。经济分析活动会显示，公
司部分产品产量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公司一季度共生产铝合金棒 8347
吨，电极糊 4265吨、碳素保护环 9.9万付，
分别完成年计划的 24.8%、42%、30％。产
品产量完成生产任务。生产编织袋 11.8
万条，销售 13万条，分别完成年计划的
16.9%和 19%；铝土矿运输量为 25.6万吨，
完成年计划的 19.7%。公司经理助理徐国
庆就公司一季度财务、产品产销量、营业
收入以及各项费用支出等情况做了详细
的通报。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采取的措
施。实业管理部就 4月份的工作做了安
排。
公司经理黄振彬指出，公司一季度生

产任务完成较好，但是，公司一季度费用
开支超支，原因主要是大宗原材料涨价造
成生产成本增加。他对 4月份的工作提出
了四点要求：一是公司部分人员转岗后，
各单位要做好补位工作，实行一人多岗、
一人多责的工作方式，确保各项工作按时
完成；二是各单位要严格控制各项成本费
用；三是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各单位在雷
雨季节做好生产安全、交通安全和食品卫
生安全工作；四是各单位认真分析本单位
一季度费用支出情况，合理安排各项费
用。公司党委书记刘永刚指出，在中铝广
西企业合并重组期间，职工思想保持了稳
定，他希望继续做好两公司合并重组期间
职工的思想稳定工作，严格控制成本费
用，做好各项管理工作。

两公司 167名职工转入三期岗位

监理公司添新资质

中铝广西企业在“安康杯”竞赛中创佳绩

中铝广西企业五单位获表彰

热电脱硫除尘改造项目
获全国优秀投资项目奖

分公司 32个 QC小组发布成果

平果铝业公司召开
首季经济活动分析会

瞿向东检阅新员工军训

4月 2日上午，在空军某部队宁明
预备役场站训练场上，中铝广西分公司
军训学员英姿飒爽，以昂扬的军姿，整
齐的步伐，响亮的口号，展示了 17天的
军训成果。公司总经理瞿向东冒着大雨
来到军训场地，检阅了 111名新员工的
军训表演。

瞿向东对此次军事训练表示满意。
他说，此次训练选择在部队进行，是考
虑到新员工均是公司职工子女，父辈们
为公司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他希
望新员工继承父辈的优良传统，努力工

作，把自己培养成为“战士、学生、家庭成
员”三重身份的优秀员工。瞿向东总经
理还列举了一些知名大企业的领导多为
军官出身的例子，讲述军训对一个人意
志品质的锻炼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军训中表现优秀的李磊、江涛、刘
佳、王婷、张颖、麻燕兰、侯琳、刘继泉、尚
祖健、敬亚龙、舒展、孟庆楠等 12名新员
工获得了表彰，他们代表参加军训的员
工感谢公司领导的良苦用心，表示将努
力工作，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雁飞 图 /文）

本报讯（邓小英 谢伦首）3月 27日，随
着印度 Vedanta公司 1105号槽银白色的铝水
从抬包缓缓地注入铸模，该公司投建的一期

Jharsuguda325千安电解铝项目产出了的第一
块铝锭。这标志着中铝公司第二个电解技术

输出项目投产成功，中国铝电解技术再次输
出取得胜利。

Vedanta公司年产 50万吨的 325千安电
解项目分两期建设，共 608台电解槽。由中铝
国际贵阳铝镁设计院设计。一期年产 25万吨
电解铝项目基建已完工，进入试料投产阶段。
继 Vedanta公司旗下的 Balco公司 320千安电
解系列成功建成之后，这是中铝公司电解技

术输出的第二个技术援外项目，技术援外工
作主要由中铝广西分公司电解铝厂承担。

去年 12月 18日，印度 Vedanta公司派出
35人的实习队伍抵达中铝广西分公司进行现

场学习培训。公司电解铝厂成立专家工作组

着手编写 Vedanta项目电解部分的操作规程。

为了掌握现场的实际情况，电解铝厂从去年

11月就开始派遣专家到现场了解工程的工作

进度，参与工程质量的检查与监督，对不符合

要求的地方进行整改直至全部合格。援外专
家还结合现场实际情况修订、调整了技术援

助方案。

今年 2月，根据现场施工进度的情况，325

千安电解系列初步具备启动条件，中铝广西

分公司又派出电解槽调试启动专家。专家到

达现场之后，对电解槽及槽母线各个部位进

行认真细致的检查，经过艰辛努力，克服了出
现的异常情况和停电约 1小时的突发情况，终

于启动两台电解槽，并成功产出了铝锭。

专家组成员认真敬业的工作作风及丰富

精湛的技术得到印方人员的高度评价。目前，
整个援外工作正在按计划向前推进。援外专

家表示要更好地展示技术管理水平，为中铝
公司、广西分公司争光。

中国铝电解技术再度输往印度
中铝广西分公司电解铝厂承担技术援外工作

自治区 50周年大庆中央代表团筹备办调研组

考察分公司

本报综合消息今年元月以来，广西分公司战胜和化
解冰雪灾害带来的燃煤紧张及限电危机，继续深化“三
预”管理理念，推广标准量化管理，精心组织生产，使生产
经营呈现良好的势头，公司各单位首季生产经营告捷。年
产 88万吨的氧化铝三期工程也加快建设步伐。

截至 3 月 31日，矿山部一季度累计生产铝土矿
512863万吨、向氧化铝厂供出合格铝土矿 503369万吨，
分别完成公司下达季度计划任务的 102.2％、100.2％。氧
化铝厂一、二期系列实产氧化铝 24.0205万吨，焙烧氧化
铝 23.23万吨，分别完成年计划量的 20.16%和 21.28%；电
解铝厂累计生产原铝 39002.826吨，交库铝锭 38729.316
吨，分别完成季度计划量的 101.25％、101.31％;平均电流
效率 160KA系列达 95.14%，320KA系列达 96.18%。动力
厂完成新水量 4121.04千立方米，供直流电量 52020.04
万千瓦时，完成压缩空气产量 64298.55千立方米，分别
完成公司同期计划的 89.59％、99.75％、101.01％和
98.92％。煤气厂完成供气量 146927千立方米。一些经济
技术指标持续优化，公司整体实现了首季生产开门红。
（黄立群 李浩 劳善恕 曾义明 孙庆生）

中铝广西分公司
首季生产经营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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