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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铝灾后重建的攻坚战中，广西分公司支
援队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团结带领全体支援队员，迎难而上、连续作
战、顽强拼搏、满负荷工作，为灾后重建取得全面
胜利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
的先进性。

坚强的战斗堡垒
灾情就是命令。2月 28日，中铝灾后重建视

频动员会议召开后，中铝广西企业迅速贯彻总部
要求，在稳定好公司生产工作、保证稳产高产的同时，积极组织力
量，火速行动，赶赴贵铝，帮助兄弟单位尽早恢复生产，以实际行动
为中铝总部减少灾害损失做出贡献。
在这支 69人队伍中，有 18名共产党员。为充分发挥共产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按分公司党政领导的指示要求，广西分公司贵铝
灾后重建支援队临时党支部于 3月 13日宣告成立，党支部分为筑
炉支援分队党小组和电解支援分队党小组。临时党支部全体党员大
会决定由检修厂副厂长、支援队负责人乔贵林同志任临时党支部书
记，支部委员分别由四位同志担任。
灾后重建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临时党支部宣告成立时就通过了

决定：支援队全体党员要亮出身份，在工作时佩戴“共产党员”红色
袖标，时时处处发挥率先垂范作用。

共产党员、公司优秀退伍军人周建军，主动要求在筑炉扎固施
工中与身体素质相对较弱的工友结对子，自己多干一点。共产党员、
筑炉班班长潘积高，来贵铝后水土不服拉肚子几天还坚持战斗，他
说：“这里数千人都在拼命工作，任务这么艰巨，我能坚持干就要坚
持下来”。负责带队的乔贵林，由于疲劳多日，连续打了七天吊针还
一直坚持在现场指挥。他们的点点滴滴都在诠释着“讲党性、重品
行、作表率”的优良风范。

过硬的团队作风
这是一支铁军，因为他们身上透出了军人一般的素养和作风。
3月 2日早上 6时 30分，作为第一支到达贵铝的支援队，广西

分公司 39名筑炉队员，稍作休息便乘车前往抢修战场，卸设备、安
装调试设备、制作简单的工具，做好打响战斗的准备。

由于广西与贵州在气候和饮食上的差异，许多队员一到贵铝连
续几天身体不适。3月 6日，是支援队到达贵铝之后的第 5天。由于
天气湿冷和作业环境粉尘浓度大，加上扎固作业出汗多，39名职工
中将近一半患了伤风感冒，几乎所有的筑炉队员得了咽喉炎，但没
有一个队员请假休息，在抢修现场许多队员随身带着草珊瑚含片，
边含药边工作。

每天不停的扎固施工，要克服工作环境噪音大、粉尘浓度高、劳
动强度大等困难。作为 160KA电解槽的扎固施工，日常作业只安排
一天施工一台槽，用扎固“枪手”18至 24人，单台用糊料量 7吨左

右，用时 4至 5小时。但是，在贵铝灾后重建的战场
上，这支铁军一个多月创造了多项惊人“记录”：只有
14名“枪手”，却每天扎固 2到 3台槽，单日使用糊料
最多达 22吨，单日连续工作最长时间达 19小时，相
当于平时在广西分公司工作量的 2到 3倍。
一个多月来，由于持续不断的繁重的体力劳动，

每位队员都变黑了、脸变小了、身体变瘦了。广西企业
党政工团组织及时带去了对支援队全体队员的慰问，
并授予这支铁军“青年突击队”、 “工人先锋号”大
旗。在工作现场，“共产党员”袖标、“共青团员”团徽在

闪光，“工人先锋号”、“青年突击队”的红旗在飘扬，队员们深情地
说：“感谢组织对支援队的关心，再苦再累，我们也要奋战到最后的
胜利，为党、为中铝、为广西分公司争光添彩！”

一流的工作实绩
3月 11日晚，中铝总部刘祥民副总裁称赞说：广西分公司支援

队伍技术过硬，筑炉水平得到贵州分公司领导和职工的高度评价。
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谢青松在进一步支援贵铝灾后重建会议上说：
广西分公司贵铝灾后重建支援队行动迅速，工作进度突出，电解槽
扎固质量一流。贵州分公司电解铝厂质检员李东洋对广西分公司支
援队的电解槽筑炉施工质量给予高度评价。
广西分公司筑炉队伍的工作质量得到的最高“奖赏”，是被贵州

分公司电解铝厂确定为筑炉施工“甲方单位”，邀请广西分公司筑炉
队伍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甲方来检查某个施工单位的筑炉质量。

电解支援分队的 30名队员，发扬连续作战、不怕苦、不怕累的
精神，严格遵守贵州分公司劳动纪律和电解工艺纪律，很好地展现
了广西分公司员工队伍形象。

危难时刻，尽显英雄本色。支援贵铝灾后重建的战场上频传捷
报，在临时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广西分公司支援队截至 4月 8日，
完成电解槽筑炉抢修 80台次，用糊量约 510吨，参与启动电解槽
99台，未发生任何安全生产和质量事故，69名支援队员坚守岗位，
加班加点，任劳任怨，苦干实干，展现了良好的职工形象和团队风
范，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支援灾后重建赞歌！（罗国华）

先锋堡垒战旗红
———记广西分公司赴贵铝灾后重建支援队临时党支部先进事迹

盘国安，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运输部工电段一名倒班岗位铁路
信号工，在婚后的十二年里，默默坚守身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妻子陆
江宁。十二个春秋寒暑，十二个生肖轮回，爱的力量让他们相守，爱
的力量创造着神奇。

小爱坚贞
1997年,盘国安经朋友介绍认识陆江宁并与其结婚。由于陆江

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结婚以后，盘国安不让妻子干重活，不让她做
剧烈运动，陆江宁一直呆在家里。闲时，他们一起散步、打乒乓球。为
了减轻负担，陆江宁绣桌布、床单，卖了补贴家用。28岁以后，陆江宁
开始感到胸闷，心肌疼。2007年 4月，病情突然加重。盘国安带着妻
子先后到平果县医院、广西区医院、广西医科大住院治疗。在治疗无
效的情况下，盘国安了解到北京安贞医院可以做这种手术，大约需
要 15万元。面对妻子严重的病情和巨大的经济负担，他决定卖掉房
子筹款。在单位、同事、亲友的帮助下，他凑了 12万元手术款赴北
京。
由于病情复杂、严重，手术存在巨大风险，北京安贞医院专家放

弃了手术治疗。
回到广西后，盘国安用从北京安贞医院学来的方法给妻子治

病。他自学护理知识，学习研究中药治疗方法，并学会了打针、按摩。
盘国安根据陆江宁的病情、体重、药后反应、尿量及尿液浓度增减药
物剂量，将中药和西药同时放在一根管中混合注射，还换算了三十
多套药物比例用量随时调换使用。他制定了《江宁治疗计划》，备用
了两套治疗方案。目前他们采用第一套方案治疗。

妻子病情经常发作，剧烈的咳嗽、气喘、肝痛、胸腔、背疼难忍，
无法躺下睡觉，必须用坐姿，后背经常垫七、八个枕头，在床上疼痛
翻滚，咳嗽不停。盘国安给妻子按摩、刮背，一熬就到半夜三、四点
钟。长期一种姿势，盘国安患了腰椎间盘突出，有一段时间疼痛难
忍，一度不能站立行走。为了方便照顾妻子，他自己睡在一张用沙滩
椅搭起的床，这张床凹凸不平，宽不足八十厘米。
除了进行药物治疗，盘国安还用特殊的方式给妻子进行心理治

疗。他用《修身诀》、《现代人十点》等书籍里的人生哲理鼓励妻子。
甜蜜不是爱情的标尺，艰难映照情义的珍贵。盘国安的行动让

我们见证了一个久病床前有贤夫的坚贞，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
力量。

大爱无声
“我一个人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困难。正是因为单位、同事、热

心人的帮助，我才能挺到今天。”盘国安说。

他忘不了工会李兵主席深情的关爱：你睡的床太难受，请检修

厂做一个；忘不了公司总经理瞿向东意味深长的鼓励：你们还年轻，

要努力！你们这样的家庭就是模范家庭！

2007年 6月 2日晚九点多，铁路信号因雷击中断，铁路运输陷

入瘫痪。3日零点接班后，他立即投入到抢修信号工作中。早上八点

下班时，单位已联络了设备厂家来维修，考虑她妻子此时病情严重，

领导让他按时下班。为了尽快维修好铁路信号，保证运输畅通，他执

意留下又继续加班，一直到下午四点多，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

盘国安是技术骨干，他娴熟的维修技术得到领导和员工的称

赞。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电脑知识，自学电子技术，掌握了高超维护

技能，热心帮助左邻右舍修理家电。在班组里，无论谁遇到困难，他

都会主动去帮助。

盘国安以自己的行动，为周围人带来了感动，带来了温暖，带来

了一种人间大爱的力量。

爱 的 力 量
盘国安十二年坚守身患先天性心脏病妻子的故事

陈亚宁

本报讯（马雁飞 黄庭武）2007年 4
月 6日，铝城公安分局与平果铝业公司
保卫部两单位主要领导相互挂职，开创
了广西地方公安单位和企业保卫部门主
要领导互挂职务的先例。新工作机制运
行一年来，平果铝社区盗抢犯罪行为得
到有力打击，职工群众对平果铝辖区社
会治安的满意度提高。2007年以来，整
个辖区共立刑事案件 71起，破案 53起，
抓获刑事作案人员 58人，破案率同比上
升 9.3%；发现受理治安案件 14起，查处
14起，抓获违法人员 80人，缴获赃款财
物总价值 6万多元。

为使新工作机制有效运行，切实维
护平果铝辖区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铝
城公安分局结合平果铝辖区的实际，确
定以打击“两抢一盗”等街面犯罪为重
点，破现案，破积案；加大对涉枪涉爆、涉
黑恶势力犯罪等严重暴力案件的侦破力
度，切实加强对现行严重暴力性案件的
侦破。如：今年 3月 11日凌晨 5时许，在
平果铝霞光路开发廊的张 x被人用水果
刀捅伤腹部，生命垂危，被其同乡送医院
抢救。接到报案后，铝城分局立即启动侦

破命案工作机制，组织刑侦大队、派出所
等部门民警赶到现场进行勘查和调查访
问。经过连续 18个小时的艰苦摸排，3
月 12日零时许将躲藏在六治工地的犯
罪嫌疑人李广爱抓获。
平果铝业公司保卫部认真贯彻落实

“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治安稳定”
的工作方针，紧紧围绕保障企业稳定为
中心，以开展“五好”科队室创建活动为
契机，加强警用摩托车进行治安巡逻，各
类案件呈下降趋势，破案效率大大提高，
为企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去年 12月 22日，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江
洲 29栋某单元 5楼入室盗窃。仅 6分
钟，就被保卫部保卫二科便衣巡逻人员
在该楼层楼梯口抓获。今年 3月 5日，平
果铝含笑生活区 28栋 604房发生一起
入室持刀抢劫案，仅 15分钟，犯罪嫌疑
人杨某即被保卫部保卫人员抓获。极大
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平
果铝社区的治安稳定。

破案 53起 抓获刑事作案人员 56人

平果铝社区公安保卫联合运作显神威

本报讯（黄立群）3月 29日上午，矿山部机关党支部利用
周六休息时间，组织全体党员到二期卸矿平台开展义务植树
活动。
二期卸矿平台由于往来车辆较多，扬起的灰尘给邻近的

工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为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矿部决
定在平台边上种植树木。经过一个上午的辛勤劳动，四十余棵
树木种植完毕，成为二期卸矿平台一道绿色风景。

矿山部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黄国英 贺舰灵）4
月 7日下午，平果铝医院六楼会
议室，50名医务人员正在聚精
会神的倾听由王清海副院长主
讲的安全教育知识讲座。

为了打造“平安医院”。平
果铝医院一直十分重视安全管
理，多年来坚持每个季度院领
导安全讲座一次，科室及班组
每月开展一次安全学习活动，
为此取得了建院以来无重大医

疗事故及医务人员职业病发生
的好成绩。

王清海主要从创建“平安医
院”打造和谐医患关系、平安医
院的概念、医院安全管理、临床
路径的制定和实施、医疗项目
安全风险辨识、评价及控制等六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讲解。大
家既学到了有关医学上的安全
知识，又解决了日常安全上的
实际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平果铝医院举办安全教育讲座

本报讯(张玉程)日前，煤气厂一期 6台循环水水泵换型改
造全部完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煤气厂一期循环的 6台冷热水泵原采用的是填料密封单

级单吸离心泵，由于水质较差、悬浮物多，腐蚀性强等原因造
成水泵泄漏频繁，轴套磨损加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 2007
年 9月开始，在厂部的安排下，经相关技术人员研究论证，决
定把填料密封离心泵改为机械密封泵。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降低检修工作量的同时，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减少了
水资源的浪费，保护了厂区环境。

煤气厂水泵改造取得良好效果

广西陈某为自己的车子买了保险，但为骗保
故意造成单方事故。保险公司审查不严，陈某获得
了 12万元赔款。后保险公司发现涉嫌骗保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现陈某已被逮捕。请问，陈某的行为
涉嫌何罪？
解答：陈某的行为涉嫌保险诈骗罪。保险诈骗

罪，是指进行保险诈骗活动，取保保险金，数额较
大的行为。具体表现为：1.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
的，骗取保险金；2.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
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
程度，骗取保险金；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4.投保人、
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
险金；5.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
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

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
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
额在 1万元以上的，或者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
在 5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究刑事责任。陈某为
骗得赔款而故意造成单方事故，获得了 12万多元
赔款，已属于数额巨大，依
法应按保险诈骗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王清华提供)

黄某的行为涉嫌何罪？

支援贵铝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讯（蔡轶萍）动力厂 2007年合理化建议收集整理、审
核上报工作圆满完成，共收集合理化建议 47项，经审核上报
32项，创造经济效益逾百万元。

动力厂 2007年度合理化建议根据各车间实际情况，紧密
结合节能减排、班组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征集、奖励
活动，取到良好效果。尤其在优化运行方式、节能降耗方面取得
可喜成绩。如《解决因电网波动引起 160KA机组跳闸的措施》
实施后，从 2007年 7月至今，有效地减少了机组非故障跳闸次
数，全年可增加转供电量 700兆瓦每小时，降低了供电成本，确
保了电解生产的连续性。

动力厂合理化建议创效逾百万元

本报讯（黄春霞）3月 29日
至 4月 1日，公司班组长和车间
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资格一、
二期取证培训举行。来自 12个
生产厂矿的班组长、车间安全管
理人员 320多人参加了培训。公
司领导瞿向东、刘保伟出席开班
仪式并讲话。

公司进行大班组改革后，对
班组长的综合素质有了更高的
要求。为进一步加强班组长安全
素质，提高班组长安全管理水

平，更快实现班组安全团队建
设，促进公司安全生产，公司举
办了此次安全管理资格取证培
训。

瞿向东、刘保伟希望班组长
通过此次培训，提高对公司安全
生产、安全管理的认识和安全技
能，在生产实际中，把这些认识
和理念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为公
司的安全生产取得更好成绩做
出应有的贡献。

分公司开展安全
管理资格取证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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