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管网 M3管轴向焊缝已开始处理，厂
内管段到 26号柱已全面展开，沿途所有的排
水器已经吊到位。（黄智 图 /文）

4月 14日下午 5时 18分，热烈的鞭炮声响彻氧化铝三
期工程施工现场。这是公司正在举行氧化铝三期分解分级
Ⅲ系列交接投用仪式。瞿向东总经理怀着激动的心情宣布：
氧化铝三期分解分级Ⅲ系列正式投用！启动 PC303 和
PC301循环泵。

仪式上，中铝国际平果项目部经理吕维宁、有色 12冶代
表葛玉虎、平果铝监理公司副经理李晖分别发言。他们表示，
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
度，努力实现 5月 22日工程投产的目标。

瞿向东总经理发表讲话。他说，氧化铝三期分解分级Ⅲ
系列正式投用，标示工程的试车投料工作已进入实质性阶
段。他对各相关单位在工程建设中的艰苦努力表示感谢。瞿
向东强调，5 月 22 日投产的目标是必须要完成的重大任
务。中铝总部已将三期工程提前投产的产量归算到公司
2008年的生产任务中。各有关单位要克服一切困难，加紧
组织施工，进一步推进工程进度。各单位要提前做好各项投
产准备，努力做到工程接过来一项就能开起来一项，正常投
用一项，确保 5月 22日首条生产线投产目标的顺利实现，
为落实好中铝总部提前投产增加产量，实现抗冰减损重大
决策做出应有的贡献。 （黄宗东 /文 白泉 /图）

本报讯（黄智）为了确保 4月 30日氧化铝
3号焙烧炉顺利点火，三期综合管网煤气项目
开工以来，煤气厂认真做好各项配合工作，为项
目按时保质完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期综合管网煤气项目主要有土建和管网
铺设两部分，分别由六冶和辽宁众城公司承担。
在土建施工中，煤气厂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做
好施工区域内一二期密集管网的定位，并提出
了科学合理的挖管架基础的方法，极大地提高
了施工进度，使原本将延后计划 40余天的工期
于 2月中旬按时完成。在管网铺设中，煤气厂派
出防护员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监督，防止施工
中对原有管道造成损害。目前，管网铺设正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之中。按照施工进度计划，将在氧
化铝 3号焙烧炉点火前全部完工。

日前，煤气厂
输煤系统 1号转运
站、破碎楼、筛分楼
土建结束，三期煤气管道支架混凝土
浇筑完成，煤气厂三期工程进入了全
面设备安装阶段。

煤气厂三期工程主要有造气主
厂房、排送鼓风机室、循环水系统、输
煤系统、综合管网、厂办公楼等六个
项目，各项目分别由六冶、十六冶、辽
宁众城公司、长铝建等单位承建。从
2007年 5月份第一个项目开工至今，
各项目大部分土建均已完成，进入全
面设备安装阶段。

按照工程计划进度，所有设备将
于 5月 13 日完成安装，5月 18日单
体试车结束，5月 23日无负荷联动试
车结束，6月 10进行点火送气。

本报讯（王更生）为贯彻中铝总部精神，建立统一的企业视觉
形象，最近，广西分公司积极与项目总承包方中铝国际协商，在氧
化铝三期工程中实施应用中铝视觉识别系统。

经过沟通协商，广西分公司与中铝国际平果项目部明确了应
用视觉识别系统责任分工，确定了统一的外墙涂料品牌、型号、色
号及油漆色号。广西分公司项目管理部、企业文化部依照《中铝股
份视觉识别手册》的规定和《厂区环境视觉形象规划图》的要求，
对三期工程厂房建筑、管道支架等逐一进行视觉形象设计，画出
设计施工图，经中铝国际平果项目部审核后下发到各施工单位进
行施工。目前，氧化铝三期工程已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中铝视觉
识别系统在工程中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荨中铝视觉识别系统在热电厂三期主厂房上的实际应用效果

公司举办三期特种作业培训班

本报讯（张中云 黄小清）4月 8日，利用氧化铝第
二系列停汽检修的机会，热电厂退出 5号锅炉，解列一、
二期主汽母管，进行了三期主蒸汽母管与一二期主汽母
管的对接碰管。

本报讯（廖妙珍）近日，由氧化铝厂计控车间负责的
氧化铝一、二期的 DCS控制系统操作台改造工作取得阶
段成果，焙烧、分解 2个节点已经完工，其它节点改造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此次改造将一、二期原有的操作台改为两层操作台，
在三期投产后，实现三个系列生产操作集中控制。根据改
造方案和进度要求，全厂共 7个节点 9个主控室须在 5月
初完成所有改造，接入三期 DCS控制系统。

三 期 快 讯

本报讯（雷智）氧化铝三期工控系统及现场仪表设备
进入安装阶段后，为了尽早发现并整改存在的问题，氧化
铝厂组织计控车间、技改科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对设备安
装情况进行检查，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生产要求对设备
安装提出了整改建议，受到了施工单位的欢迎和感谢，使
三期工控系统和仪表设备的安装更加顺利有序。

本报讯（黄立群）近期，公司给矿山部新分来的 47名
职工子弟及 41名新转岗员工已全部到位。为使新员工能
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岗位技能，具备上岗条件，矿山部
从 4月 1日起同时开办 VOLVO工艺车司机、装载机司
机、碎石机司机、推土机司机、生产流程设备操作五个岗位
的操作技能培训班，从生产流程上抽调的 12名生产技术
骨干担任相关技能的授课工作。

矿山部对新员工的培训采用了两种方式：工程机械设
备操作工的培训采取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分阶段进行；生产
流程设备操作工的培训采取跟班作业、以师带徒的方式进
行。为确保培训效果，矿山部成立了培训考核领导小组，对
一次补考后仍不合格的，将另行安排工作。

本报讯（黄春霞）4月 7日和 9日，公司举办的锅炉司
炉取证培训班和压力容器取证培训班在安全教育室先后
开班。
此次特种作业取证培训，开设锅炉司炉、压力容器、起

重、厂内机动车驾驶、电工、焊工、锅炉 II类、危险化学品、
煤气、射线操作等特种作业培训班，取证人数共计 546人。
通过开展特种作业培训，旨在让学员们学到专业知识，熟
悉掌握本岗位的操作技能及安全防护技能，通过取证考核
持证上岗，满足氧化铝三期工程投产和以后的正常生产需
要，推进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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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4月以后，工程建设者和热电厂提前介入工程建设
的职工以工地为“家”，日夜鏖战，抢工期，赶进度，热电三期工
程现场上呈现出一派火热的建设场面。他们朝着共同的目
标———首台锅炉点火目标冲刺。

4月 8日，三期工程采访报道小组来到热电三期工程现
场。在热电一二期旁，已耸立起一座座崭新的厂房和设备。在飞
扬的尘土中，施工人员穿行在厂房和设备间，挥汗如雨地进行
施工作业。

热电三期工程包括 9个子项工程。其中，三期厂房、三台锅
炉、上煤系统由广西建工集团承建，脱硫除尘系统由福建龙净
脱硫脱硝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汽轮机、循环水系统由山东铝业
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总降压变由晋铝建设公司承建。目前，各项
工程都按照网络计划推进，上煤系统、水循环系统、空压系统已
进行了单体试料或试车。循环水处理、空压系统已完成 90％的
工程量。锅炉系统已完成本体安装和排渣设备安装。8号锅炉
燃烧点火系统基本完成。

为了在热电三期投产时员工能够迅速适应新的工作，从去
年５月开始，热电厂先后派 80人次到华银铝现场练兵，学习
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今年元月初，热电厂又送出 4批 30多
人次到设备厂家培训。此外，技术员还在施工现场讲解设备的
性能、工艺流程，对员工进行现场技术培训。热电厂还加强了对
转岗人员的培训，安排老师傅带徒弟培训新员工。人员技术培
训，为热电三期工程投产打好了基础。

在确保一二期生产稳定运行的基础上，热电厂组织 40多
名精干力量，分成工艺、电器、仪表、机械 4个专业组，提前介入
工程建设。他们积极参与三期设备招投标，密切跟踪设备安装
的每个环节，参与工程施工的监管和验收，并将热电厂 10多年
积累的成功生产实践经验推广到三期工程中，在优化设计、节
能环保、一二期与三期连接等方面提出了上百项改进方案，积
极配合建设单位打造精品工程。

热电８号锅炉点火进入倒计时，热电厂干部职工和中铝
国际平果项目部、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设计单位齐心协力
推进工程建设，朝着 8号锅炉点火目标努力工作。

（邓小英 尹文胜 黄小清）

在热电厂机动科点检员滕建
明的办公室里，有两顶安全帽：一
顶是厂安环科发的桔黄色安全帽，
老滕戴着它进入一、二期锅炉现场
点检设备；另一顶是公司项目管理
部发的白色安全帽，老滕戴着它进
入热电三期施工现场，履行一名工
程质量监督员的神圣职责。

2007年 6月，正当热电三期工程建设热
火朝天时，分公司项目管理部要求热电厂选
派两名有丰富经验的员工提前介入设备安装
阶段，以协助他们对锅炉、汽机、电气等主要
项目进行质量跟踪监督，及早发现并汇报施
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
态。厂领导经过深思熟虑，选派了曾经在热电
一期进行过质量监督的滕建明和张跃军两名
同志参加。当时，由于煤质较差导致锅炉运行
不太稳定，锅炉本体及附属设备检修工作量
随之加大，要完成本来就很繁忙的锅炉片区
专业点检的本职工作，又要做三期工程的质
量监督员，工作难度很大，但滕建明却无条件
接受了厂部的安排。

三期工程时间紧，任务重，设计和施工中
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次，老滕发现
三台锅炉的燃烧器部分设备防磨片脱落，这

务必会给试生产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立即
汇报了这一情况。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要求
施工单位修复处理，并进行了全过程质量跟
踪。除了发现类似的隐患之外，老滕还善于将
一二期设备合理改造后的经验应用到三期建
设中。他提出将三期锅炉制粉、冷热风系统所
有的连接法兰、风门等密封材料由石棉线更
换为石棉橡胶板，不仅增强了密封效果，也减
轻了投产后风粉泄漏的维修工作量。老滕在
质量监督中不放过任何细小的问题，哪怕是
一个疏水、排污问题，也要提出自己合理的见
解。如，他发现高压蒸汽管道疏水管设计的管
壁厚度不够，容易被冲刷磨损，一旦泄漏就得
带压堵漏或等全厂停汽后才能处理，增加了
无泄漏治理的难度。通过交涉，设计院采纳了
他的意见。在施工现场发现的问题，他都一件
件记在本子上，在每周五上午参加三期工作
汇报会上以书面的形式提出来。在近一年的
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中，他共提出建议或发现

缺陷数十项，为公司挽回了经济损
失，也为打造热电三期精品工程奉献
了自己的力量。

作为设备点检员，老滕辛勤工
作，在节假日加班是常事。为了使自
己所负责的片区设备连续稳定运行，

他舍小家顾大家，设备出现故障时都及时赶
往现场，有时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他为锅炉安
全高效的运行立下了功勋，荣获了公司首届
岗位能手称号。
担当热电三期工程质量监督员后，他的工

作更忙更累了。妻子有时见他下班后还没吃饭
洗澡，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知道他工作辛苦，
妻子心疼地劝他别兼两份工作了。他却乐呵呵
地说：“既然厂领导信任我，公司又给了我那么
高的荣誉，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呢！”

由于工作表现好，老滕受到了同事的敬
重和领导的赞赏。主管热电三期工程的技术
副厂长罗名荣说：老滕工作踏实，不仅在点检
员岗位上干得出色，在热电三期质量监督中
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一方面保证了施工质量，
为锅炉按计划点火赢得了宝贵时间，也方便
了将来运行人员的操作，达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尹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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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热电三期工程质量监督员滕建明

煤气三期：全面进行设备安装

矿山部开办五个班培训新员工

氧化铝厂检查工控和仪表安装
过程

氧化铝厂对原 DCS控制系统
进行改造

热电厂进行三期主汽母管碰管

三期工程实施中铝视觉识别系统

煤气厂积极配合管网项目建设

氧化铝首个子系统交工投用

三期工程进入试车投料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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