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壮族， 1994年 7月毕业于江西南方冶金

学院冶金技校氧化铝专业。在氧化铝厂蒸发车间工

作至今。现任生产甲班值班长，承担蒸发车间生产操

作、组织协调、指挥工作。

2007 年度，他带领所在班组，以安全生产为基
础，以提高效率、效益和节能减排为中心，以提高员
工整体素质为重点，按照“严、细、实、恒、新、齐”的原

则开展生产组织等各项工作，积极参与科研技改及
合理化建议活动，解决了生产中大量的故障和难题。
他针对人员紧张，新手操作经验不足的情况，积极开

展内部培训，加强操作管理，循环母液浓度班样合格

率年平均 92.2％，远远超出厂部 85％的考核指标，

为原料配矿提供了优质的服务，确保了生产、设备的

平稳运行，使蒸发各项生产技术指标合格率大幅度

提高。

他针对一蒸发第 V效碳酸盐结垢析出速度快、

蒸发器水洗周期短的问题，认真分析生产运行参数，

提出通过改变一蒸发进料量分配方式，减少碳酸盐

析出的新设想。实施后，有效抑制了第 V效结垢析出

速度，水洗周期由 7天提高到 10～15天，大大提高

了蒸发机组的有效运转率，有利于车间生产组织、设

备的稳定运行和全厂液量平衡；年节约蒸汽成本 53

万元。他积极推进“节约型”班组建设，提出“增加原

液板式 4002出料回流流程”“有效回收利用蒸发、溶

出一次水潜热”等合理化建议，实施后，在提高原液

温度，降低了蒸汽消耗、提高换热效果减少新蒸汽用

量等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邓健超
男，中共党员，1993 年 7月

参加工作，现任动力厂供电车间
160所运行班电力调度兼主值。
2006 年、2007 年公司电工技术
比武第一名。

邓健超同志注重学习，刻苦
钻研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

从一名普通技校生很快成为一
名理论水平较高，操作技能突出
的生产技术骨干，成为学习型员
工的典范。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
高度的责任感。为了解决 320系
列投产之初电流波动较大的问
题，他坚持每班录取数据 8次，
并经过反复对比和校正，终于查
清了原因，解决了电流波动的问
题。

他先后提出了“160 线路负
荷平衡”等 10多项合理化建议，
被分厂车间采纳实施后，每年可
节约成本上百万元。他敬业爱
岗，乐于奉献。在 1996年 4号机
组火灾事故扑救等抢险中表现
突出，多次受到嘉奖。他不断探
索班组管理经验，撰写的《班组
五心管理法》获公司班组管理论
文二等奖；他所带领的团队多次
出色地完成操作任务，保证了生
产的稳定运行，受到领导和同事
的一致好评。

陆管标
男，1975年 10月出生，中共

党员，1994年 1月份进入公司检
修厂大修车间工作， 2006年获
得钳工技师资格，现为检修厂大

修车间检修班主修。
他先后参与了煤气厂 D350

型风机、动力厂 100立空压机、
电解铝厂多功能天车、氧化铝厂
6026轴流风机、热电厂锅炉送风

机等公司关键设备的大修工作，
展示了高超的维修技能。

他积极参加大修车间的 QC
小组活动，在参与煤气厂排送机

漏油技术攻关活动中，他提出了
“液体静压轴承装配法”，解决了

煤气厂风机漏油的难题。该技术
攻关活动荣获公司 QC活动三等
奖；他参与了获得国家专利的
“薄板手动快速卷圆机”的设计
与制作；2005年，他参加车间组
织的“减少氧化铝分解立盘过滤
机故障率”QC小组活动中，他提

出的改变润滑方式新设想，解决
了活动中遇到的关键难题；2006
氧化铝溶出后槽需将连接形式
由联轴器改为皮带形式，他提出

了利用原机座螺栓制作安装新
电机支架的合理化建议，缩小了
设备占用空间，提高了强度，减
小了机体的晃动与振动，提高了
皮带的使用寿命。

他荣获 1999 年度和 2001
年度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并多次
在公司及厂部的青工技术比武
中获得钳工组前三名的好成绩。
他在 2007年检修厂开展的“员
工职业生涯”考核中，取得了下

半年排名第二、全年排名第一的
优异成绩。

黄世海
男，1993年参加工作，现为

运输部汽修车间汽车修理班班
长。十几年来，他敬业爱岗，刻
苦钻研修理技术，积极改进工
作方法，勇于创新，善于思考，
多次荣获运输部优秀安全生产
者、工会积极分子等荣誉。2006
年获公司汽修工技术比武第一
名，同年被评为公司优秀技术
岗位能手，2007年他还获得了
汽车维修技师的认证书。

他提出了利用液压技术拆

卸陕汽 X3380 重型自卸车前
轮毂的先进操作法，总结出富
勒变速箱范围档气缸故障快
速判断、发动机带档快速启动
和乱档故障快速处理等新的
排除故障法，并在车间推广使
用，有效地提高了工效，降低
了劳动强度，缩短了车辆的维
修工期。在公司三期工程大件
设备运输中，他凭着丰富的经
验，及时解决了 130吨挂车使
用过程中发生的故障，为设备
的顺利运达现场作出了贡献。

由于汽车修理服务随机
性较强，加班加点抢修车辆是
常有的事。该同志作为业务骨
干，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只要有
抢修任务，他常常是第一个赶
到现场。

他刻苦学习，努力提高业
务知识和技能，他利用业余时
间参加昆明理工大学成人高等
函授课程的学习，努力学习发
电厂及电力设备专业的知识，
不断拓展知识面，通过不懈努
力，他已经成长为技术出众的
汽车维修工。韦立树

男，汉族，1975年出生，大
学文化，1997参加工作，现负
责碳素厂电气设备点检维护
工作。该同志立足本职，刻苦
钻研电气设备管理知识，能运
用各种数理统计工具和现代
技术手段完成设备技术状况
诊断分析，有很强的电气故障
处理能力。

2007年，为该厂技改阳极
焙烧炉工程早日投产，碳素厂
临时承担了该项目碳块编解
设备的控制程序编程和调试
工作，成立技术攻关组。韦立
树作为小组主要成员之一，从

6 月 10 日至 8月 6 日近两个
月的时间里，每天坚持在现场
工作到晚上九点多钟。在资料
不全的情况下，通过认真研究
设备状况，了解工艺流程，完
成了整套控制和操作程序编
程工作。最后经过反复调试，
使碳块编解设备的软件设计
不但实现了规定的工艺动作
流程控制，还充分满足了现场
安全联锁、人性化的操作和故
障诊断要求，受到厂领导高度
赞誉。他还参与了该工程烟气
净化部分的硬件调试和 PLC
控制程序的编写与调试工作。
并与厂家人员一起完成冷却
塔阀架、新焙烧多功能天车的
调试工作，为该工程全面顺利
投产作出了贡献。

该同志还自主研发了煅
烧回转窑下料自动控制程序，
大幅度提高煅烧回转窑的下
料稳定性，提高了煅后焦的粉
未比电阻合格率，延长了回转
窑使用寿命。他还参与了煅烧
车间余热锅炉 PLC控制模块供
电部分改造；参与了成型车间
成型机振动台振动电机 ABB
变频器改造等工作。为提高碳
素厂相关设备的运行效率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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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平
男，中共党员，电气高级工

人技师，1983 年 10 月参加工
作，1993年 4月调入中铝广西
分公司，现任动力厂供电车间
160所运行班班长。

宋建平同志刻苦学习，勤
于钻研，先后取得了电气特种
作业操作资格、焊工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起重工特种作业操
作资格、高级工人技师任职资
格。

他认真研究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在生产中的应用，为

使维修工具适应不同的检修
作业环境，他自制了 30 多件
检修专用工具，有效提高设备
检修速度和检修质量。他工作
认真仔细，多次发现设备隐患
并进行及时处理，为供电整流
系统的稳定运行作出了突出
贡献。他提出的“将消防泵自
耦降压启动方式改为软启动
方式”等多项合理化建议被采
纳实施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效益。他掌握了“快速处理
320KA整流柜堵塞故障”等多
项技术绝活，大大缩短了事故
处理时间，为电解系列稳产增
产奠定了基础。
他认真做好“传、帮、带”工

作，真心实意向青年职工传授
技艺，培养青年职工成才，他所
培养的徒弟在工作岗位上均能
独挡一面。他注重团队精神的
培养，所在班组多次获各种荣
誉称号，受到单位领导和全体
职工的一致好评。他先后荣获
公司“先进生产工作者”、“优秀
共产党员”、“科技先进工作
者”、“十佳班组长”、“岗位技术
能手”等荣誉称号。

梁山
男，1973年 9月出生，中共

预备党员， 1994 年 7 月份进
入公司检修厂铆焊车间工作，
2006 年获得焊工技师资格，现
为检修厂铆焊车间焊工高级主
修。

该同志正直率真，勤奋好
学，追求上进，是一个领导放
心，同事尊敬，技术精湛，无私
奉献的优秀职工。他努力学习，
刻苦钻研，掌握了过硬的技术
本领。在工作中，他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勇于创新，提出多项有
应用价值的合理化建议，为提
高车间结构件的焊接质量作出
了贡献。他肩负着公司高难度
的焊接任务，特别是在氧化铝
系统，他承担着氧化铝一期二
期过料管、进料管、标准弯和单
套管的制作焊接任务，是检修
厂指定承担各类压力容器、压
力管道焊接的主要技术骨干，
为公司生产稳定运行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2007年 9月，他参加
了“中国铝业杯”全国有色金属
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了焊工
组第七名的好成绩，创下了公
司参加全国性比赛的最好成
绩，被检修厂破格聘为焊工高
级主修。

他曾多次荣获公司先进生
产工作者、优秀团干及公司青
年岗位能手等称号；在公司及
厂部组织的青工技术比武（焊
工组）中多次获得前三名的好
成绩；他在 2007年检修厂开展
的“员工职业生涯”考核中，取
得了上半年排名第二、下半年
排名第一、全年排名第二的优
异成绩。

潘积高
男，1968年 2月出生，中共

党员，1993年 10月份进入公司
检修厂筑炉车间工作，现任筑
炉班班长。他曾多次获得公司
和检修厂先进工作者称号，
2006年被评为公司岗位能手，
检修厂举行的 2007年“员工职

业生涯”考核比武中取得上半
年第二名、下半年第七名、全年
总成绩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

该同志工作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责任心强。 2006 年
“9．22”电解槽意外事故发生
后，迅速组织班组人员率先进
入抢修现场，连续十多个小时
奋战在抢修一线；他带领全班
员工用 6个小时就清理出 913
号电解槽二十多吨的防渗料，
为电解 320KA系列迅速恢复生
产做出了贡献。2007年，他团结
带领班组全体成员保质保量完
成了各项炉窑生产设备的检修
任务；他带领班组成员主动放
弃了“五一”长假的休息，奋战
在 320KA 电解槽施工现场；在
185KA系列电解槽抢修工作中，
他率领班组成员加班加点，超
额完成车间下达的工作任务，
创下了连续数天每天都扎固两
台电解槽的施工记录。

曾振双
男，1978年出生，广西贵港

人，2001年 7月从中南工业大学
毕业分配到广西分公司电解铝
厂，现任电解一车间值班长。先

后被评为公司质量管理先进个
人，公司优秀青年安全监督岗岗
员，在 2007年公司团委举办的
岗位技术比武大赛上获电解工
组第一名。

他敬业爱岗，锐意进取。
2007年，公司引进“三度寻优”电
解槽控制软件，并率先在电解一
车间三区使用。他对三区的职工
进行了软件使用知识培训，努力

探索软件运用过程中出现问题
的解决方法。他与试验组一起努
力，把该工作区的电解槽电流效
率提高了 2个百分点，效应系数

降低至全厂最低的 0.07次 /槽.
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节
能效果。

他参加公司组织的标准量
化绿带培训后，把学到的知识应
用于管理实践，建立了电解质温

度、分子比、铝水平、电解质水平
数学模型，该模型在车间得到推
广应用。

在电解铝厂推行绩效管理
改革中，他积极参与车间的绩效
管理细则的制订、修改、完善工

作，使管理细则充分体现了“多
劳多得”，大大提高了员工的工
作积极性。

张平
男，1976年 11 月生，广西

靖西人，1994 年 4 月参加工
作，现为电解一车间运行甲班
四组天车工。

他敬业爱岗，连续多年被
评为公司和分厂先进工作者。
在 1998年公司组织的青工技
术比武中获得天车工组第二
名，2006年被评为公司岗位操
作能手，在 2006年、2007年度
公司举办的岗位技术比武中，
他连续两次夺得了天车工组
个人第一名。

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
锐意进取。他把学到的知识和
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新来的天车工，在他的带领
和帮助下，先后有 11名职工
熟练掌握了天车操作技能。
他总结的天车“望、闻、

问、切”点检法被广泛应用。他
每天都做好“望”的工作，认真
检查整台天车外观是否正常，
了解天车运行记录；他注重
“闻”的环节，认真辩别空压机
运行的声音，大、小车行走的
声音是否有异常；他勤“问”，
主动询问上一班天车工在使
用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异常的
情况；他坚持“切”，每次接班
都拿上扳手，对打击头的紧固
螺冒、导气块固定螺栓进行重
新紧固。由于恪尽职守、精心
操作，十多年来，他的班次从
未发生设备事故。

他根据天车工的操作经
验和电解槽的结构特点向车
间提出了清理槽内中缝的方
法。降低了阴极压降和电耗，
减少了铝液波动，提高了电解
槽的稳定性和电流效率，突发
效应大幅减少，有效减少大块
和多余的物料掉入电解槽内
现象的发生，减轻了捞块工作
量。该方法已被车间采纳并在
四个工区推广应用。

梁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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