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汉族，1961 年出生，1983 年参加工作，现在

碳素厂检修车间钳工班任成型片区主修。该同志具

有丰富的设备检修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善于处

理设备方面较为复杂的故障问题，连续多年被评为

公司及厂级先进个人。

他刻苦钻研，勤动脑思考、敢于挑战工作中遇

到的难题，大胆提出改进意见，在设备维护检修方

面成绩突出。他负责的成型片区，有一台从国外进

口的振动成型机，是碳素厂生产的关键设备之一。

十年来，该同志对这个“洋宝贝”关爱有加，不断摸

索、学习，努力弄清设备的运行机理，总结形成了该

设备一套零部件使用寿命期限及其劣化趋势的走

势图，使设备维护更有针对性。该设备出现故障时，

他都能及时准确排除。他大胆对振动成型机进行了

一系列改造，解决了大模具生产时阳极布料不均

匀、重锤偏移、夹臂系统弹簧频繁松动甚至断裂等

复杂故障。

他敬业爱岗，为了解决设备疑难问题，他多次

连续到现场跟踪观察一个多月或更长的时间。多年

来，他和同事一起，对设备疑难问题进行积极探索，

开展攻关活动，先后解决了成型车间进口设备混捏

机易熔塞结构缺陷导致异常停机、煅烧车间回转窑

带水套下料管屡次破裂漏水、煅烧车间圆盘给料机

油路润滑不佳多次烧坏轴承等诸多故障问题，为碳

素厂的连续稳定生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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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慧彪
男，38岁，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国家级高级钳工技师。95年
10月调入平果氧化铝厂，曾担任
班长、段长、技术员。2007年 12月
响应公司班组改制要求，经竞聘
任检修车间三班班长。

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成绩
突出。2007年他参与制定 4#、3#、
8#铝矿皮带整条更新施工方案的

制定，并组织实施，提前完成了更
新改造计划。他敬业爱岗，努力解
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他通过反
复查找和分析，找出了 3#布料小
车反复出现减速机尼龙销折断的
原因，并制定和组织实施了技改
方案，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还提出
了自制溶出隔膜泵单项阀阀座手
动拆卸工具、铜棒夹具、新皮带下
料后移动式回收架等合理化建
议。这些建议得到采纳和实施后，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系数，降
低了劳动强度。他根据标准量化
管理的要求，先后编制了《布料小
车走轮更换检修动作标准、技术
标准》、《石灰炉钢丝绳更换检修
动作标准、技术标准》等手册。

他多次获得公司先进生产工
作者及“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2006年 2月获得 “八桂工人之
星”称号及“广西五一劳动奖章”；
2000、2001、2007年三次获得公司
职工技术比武钳工组第一名；
2006年 1月荣获广西分公司首届
“十佳岗位技术能手”称号。

甘廷琨
男，汉族，33岁，大专学

历，1994年进入氧化铝焙烧车
间工作。先后担任焙烧班长、
平盘班长职务，大班组整合后

经竞聘任班长。
甘廷琨热爱本职工作，有

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在
多年的生产实践中，熟练掌握

了车间的生产操作，组织能力
强，善于学习，勤于摸索，敢于
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及工作经验，提出了多项很有
应用价值的合理化建议，参与

了数项合理化技改项目的实
施。其中包括：解决焙烧炉主
炉温度异常偏高、采用消音棉
密封材料对罗茨风机进行降

噪处理、用液压插板阀替代分
料推杆改造分料操作、在
H2135皮带和 1号小料仓之间
增设一条皮带、更换平盘滤布
的新方法及优化新的滤布修

补方法、焙烧炉喷水冷却系统
的改造等。这些项目的实施解
决了一些生产中遇到的故障
和难题，为车间工艺技术指标
优化、安全稳定生产、节能降
耗，提升产品质量、改善现场
环境、降低劳动强度等做出了

突出贡献。2007年参加中铝广
西企业举办的职工技术比武

吕正
男，35 岁，大学，工程师，

1995 年 7月参加工作，现担任
点检站二组组长。

吕正同志工作认真、踏实，
任劳任怨，刻苦钻研，开拓进
取。他自学许多相关的设备维
护、管理专业知识，并应用于日
常工作中，提高了设备维护和
专业点检水平。他加强了溶出
系统停汽检修的组织管理，
2007 年度组织溶出系统的计
划检修 18次，提前或按时完成
14次，机组的运转率分别达到
96.88％和 96.9％；他能与了溶
出隔膜泵的定修及维护制度的
制定，使溶出 1号、3号隔膜泵

的运转率由 2006 年的 79.9％
和 83.3％提高至 2007 年的
87.4％、86.7％，有效的保证了
该系统的稳定运行。2007年在
溶出单套管改造中，他提出利
用单套管 B端的空地，预先制
作和需更换单套管高度一致的
临时管架，通过卷扬分 2段各
40米送进单管厂房的方法，使
单套管更换的时间由施工单位
提出的 72 小时降低到 32 小
时，大大缩短了溶出停机的时
间。他提出的溶出单套管端头
改为盘根式活动式端头改造、
叶滤精液泵进出料管改造、赤
泥过滤机卸泥螺旋驱动端改
造、赤泥隔膜泵 1号、3号泵出
口阀及出口管改造等多项技改
建议，这些建议实施后，有力地
促进了氧化铝厂相关设备的运
行水平。在班组管理上，他积极
开展师带徒活动，组织相关技
术培训和技能考核。他善于总
结，撰写的《利用历史数据分析
溶出机组关键部位的定修及改
进》在公司设备点检数理统计
演示会中获第二名，论文
《ZPM11×20×1250 隔膜泵单
向阀损坏原因分析及措施》。在
《矿山机械》（2007 年第 2 期）
发表。

姜少亮
男，1972 年 8 月生，1994

年进入广西分公司工作，现任
煤气厂造气车间司炉甲班班
长。曾先后被评为公司劳模、
先进工作者、优秀班组长。
2007年，他带领班组获得了煤
气厂青工技术比武司炉工组
团体总分第一名。

姜少亮不仅熟悉煤气发
生炉操作技能，而且还熟练掌
握了煤气生产组织，尤其是在
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理方面经
验丰富。2007年 8月 10日 21
时，因平铝 II 回路故障，煤气
厂多台重要设备跳停，高、中、
低压煤气中断。姜少亮带领班

组成员，认真按照上级指令，
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并在较短
时间内恢复了生产，从而成功
地避免了事故的进一步扩大。

2002 年以来他先后参与
了多项合理化建议的实施：一
期循环水总管改造、饱和蒸汽
支管增加卸压阀、发生炉进行
饱和蒸汽自动全开设计应对
大停电紧急情况等。这些合理
化建议的实施有效地解决了
生产难题，促进了安全生产，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05
年，他参与了“降低 TG-3MI 发
生炉饱和温度波动值与设定
值的偏差”的 QC小组活动，降
低了 TG-3MI发生炉饱和温度
波动值与设定值的偏差，提高
了设备的运行水平，在一台炉
上取得的技改效益就达 10974
元；2006年，他参与的“减少发
生炉排灰不畅中断生产现象
的发生”的 QC小组活动，将发
生炉的堵灰现象从每月 12次
减少到每月 2次。2007年，他
带领班组先后参与了《在 TG3M
型发生炉上使用 8———16mm
粒级无烟煤工业化生产研
究》、《发生炉富氧制气》等多
项技术改造工作，促进了生产
工艺技术水平的提高。

康日安
男，1967 年 3 月生 ,1994

年从青海铝调入广西分公司，
现为煤气厂检修车间电仪班班
长。曾先后被评为公司技术能
手、先进工作者、工会积极分
子。2007年，他获得煤气厂青
工技术比武电工组第一名。
多年来，康日安立足本职，

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创新，为确
保煤气厂生产的安全稳定运行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煤气厂五
台鼓风机以前在运行过程中，
当电网电压出现波动时极易造
成鼓风机跳停，严重地影响了
煤气厂的正常生产。康日安提
出了变频器由通断式控制改为

脉冲式控制的技改方案，并自
制试验箱，找出在电网电压出
现波动时变频器要重起的最佳
时间，并和车间技术员修改了
相关图纸，组织人员重新接线。
改造后，变频器未出现由于电
网电压波动而引起跳停的现
象，保证了鼓风机的安全稳定
运行。
由于二期煤气发生炉的增

加，煤气厂的抓斗天车工作负
荷增大，故障率高。为了解决这
一难题，康日安与班组人员一
道对输煤两台 5T天车进行变
频改造，用 PLC程序控制代替
继电器控制。他还带领该厂的
QC 小组成功地解决了天车电
气设备故障率高的问题，确保
了煤气发生炉的正常用煤，大
大降低了操作工及维护工的劳
动强度，一年可节约备件费约
10万元。

2007年，煤气厂实施发生
炉富氧工程和中压排送机软起
动工程，电气设备安装调试由
电仪班负责。在工作过程中，康
日安紧盯施工进度，做好安装
调试工作质量的监督，认真查
对资料，提出多项修改意见，保
质保量地完成了安装调试任
务，为这两个工程一次试车成
功做出了贡献。

韩敏
男，34岁，中技，氧化铝高

级制取工，中共党员。1997年
1月毕业后分配到原料车间工
作，现担任甲班班长。曾获
“2006年度广西分公司明星班
组长”。

韩敏勤奋好学，兢兢业
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在生产一线积累了丰富的工
作经验。作为氧化铝厂原料车
间的技术骨干，他在岗位上刻
苦钻研，不畏艰苦，身先士卒，

很好地完成了班组管理和生
产组织任务。他先后提出了自
制矿石皮带自制刮料器、原料
磨污水流程串联、泵池液位高
控制保证细度等合理化建议，
为优化生产组织和指标、减轻
劳动强度、改善现场环境等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

作为班长，他充分发挥班
组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团队
精神，在指标控制、人员培训、
设备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不俗
成绩，2007年共获得“创优争
星”劳动竞赛五次第一名，综
合总排名第一。安全管理注重
实效，成为了广西分公司唯一
推荐为“全国安康杯安全环保
先进集体”称号的班组。

2007 年韩敏作为主要技
术骨干配合完成了石灰炉浇
注料科研攻关项目，此项目的
成功实施使石灰炉炉况得到
了极大稳定，石灰质量得到了
保证，分解合格率从 75%上升
到 95%，提高了 20个百分点，
仅此一项为公司每年创造直
接经济效益 150万元。

黄国庆
男，1971年 9 月出生，广西

田东人，中技 , 氧化铝制取工。
1993 年 7 月毕业于广西南丹大
厂冶金技校（南方冶金学院代培）
分配到中铝广西分公司氧化铝厂
溶出车间至今，先后在溶出车间
隔膜泵、溶出楼上、主操、班长等
多个岗位工作，现任溶出甲班班
长。

黄国庆同志勤学苦练，善于
总结经验，通过十六年的不断努
力，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
取得较好的业绩。他先后参与《压
煮器料浆不凝性汽连续排放管技
改》、《单管酸洗方法改进》、《针型
疏水阀的操作方法优化》等项目，
提出了一组新蒸汽冷凝水罐技
改、压煮器进料管的改造、优化操
作和指标，促进了节能降耗。2007
年 4月建议单管余料放料管径改
大，加快放料速度，为检修赢得时
间，并提高了机组的运转率。他建
议二组单管出口管至 Tp202 技
改，单管压差由 11.47bar下降至
11.08bar，保证了机组稳定高产。

他积极创建学习型班组，培
养复合型人才，通过规范操作行
为推动班组自主管理。十几年来，
为车间培养出了 2 名车间技术
员，2名主操、2名副操和 3 名复
合型操作人员。2007年参加中铝
广西企业举办的职工技术比武氧
化铝制取工组荣获第一名。

廖智勇
男，31 岁，助工，大学学历，

中共党员，1996年参加工作，现任
分解车间技术员。

廖智勇热爱本职工作，事业
心强，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
神，在多年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
丰富的理论知识及工作经验。他
提出并参与了多项合理化技改项
目的实施，解决了大量的生产中
遇到的故障和难题，为车间的安
全稳定生产和节能降耗、提升产
品质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与
车间的同事一起反复实践，总结

出《延长立式叶滤机滤布使用寿
命的方法》，滤布平均使用寿命由
原来 60天左右提高到目前 90天
以上，年节约滤布费用近 10 万
元。《立盘过滤机滤液管清洗新方
式》获得 2005 年度“中铝卓越班
组成果”荣誉称号。他积极参与摸
索新设备在生产上的应用，提出
用三通阀进行料浆流程和化清液
流程切换，分解降温制度稳定性
得到增强，同时减少了工作量。他
参与提出分解槽化清流程改造方
案，经过对十四台分解槽化清流
程进行改造，槽壁、导流板、提料
管结疤被清洗干净，有效保障了
分解槽的稳定运行。

作为车间技术员他认真做好
生产统计和技术分析工作，及时
发现并扭转异常现象。2007 年
一、二期精液产出率平均达
97.58kg/m3 （比去年高出 2.94
kg/m3），创历史新高，其它主要技
术经济指标，送平盘分级底流粒
度、送蒸发母液浮游物指标以及
滤饼含液率指标均控制较好。

2007年 9月他参加首届“中
国铝业杯”全国有色行业职工技
能大赛，获得氢氧化铝分解工组
竞赛第三名。

刘业堂
男，37岁，技师，1993年参

加工作，现任分解车间班长。刘
业堂同志历经氧化铝一期
“9.25”投产、二期投产，先后担
任任班长、值班长等职。

他在工作中积极努力、勤
学好问、善于总结，通过多年的
不断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取得较好的业绩。2006年以
优异成绩通过氧化铝制取二级
技师资格认证。他曾多次组织
分解工序大面积停电应急并取
得成功。2005年他提出并参与

实施的《立盘过滤机清洗新方
法》获得中国铝业公司“卓越班
组成果奖”；2006年当选广西分
公司第二届“岗位技术能手”。
2007年，由于 NY202进料稀释
母液提不起，他对系统进行了
仔细排查和分析，最终发现系
稀释母液管结疤严重,导致进料
稀释母液严重不足，提出了利
用分级底流管的清洗流程对进
料稀释母液管进行清洗。经过
清洗，进料稀释母的流量大大
提高，满足了分级的生产需求。
针对草酸盐在分解槽内大量析
出并沉积在槽底部，影响分解
槽正常运行这一顽症，他大胆
提出利用槽下的原有振动筛设
备对分解末槽排除草酸盐；这
一建议被车间和分厂采纳，实
施效果很好，既清除了部分沉
积在分解槽底部的草酸盐，又
提高了分解槽运行稳定性，确
保了氧化铝生产连续稳定。

刘业堂在班组管理工作中
善于管理，积极思考， 2004
年他所带领的班组荣获广西分
公司“安全生产先进班组”称
号，2007 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
“学习型班组”荣誉称号。

周贵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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