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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三期工地上的人
□ 陈亚宁 /文 图

在深入氧化铝三期工地采访的过程
中，一个个建设者忙碌的身影出现在我的
眼中。他们的劳动热情、他们的苦干精神、
他们的拼搏作风、他们的朴实话语，一点
一滴的是那么真实，那么可敬。让我不得
不提起笔来，向大家传递我的印象、我的
思绪，连同我的感动———

本报讯（黄宗东 李浩）自 4 月以
来，氧化铝厂全方位开展三期工程投产
准备工作，认真落实中铝总部和分公司
的部署，站在中铝 "抗冰减损 "的高度，
努力实现三期工程 "5.22"提前投产的
目标。

氧化铝厂副厂长刘海文在接受采
访时说，氧化铝厂提出了 "稳定一二
期，三期快速打通流程，尽快达产达标 "
的指导思想，坚持 "大问题不放过，小
问题不纠缠 "的原则，落实 "设备工艺
问题，在施工过程中消除，计控、电气问
题在调度过程中消除 "的要求，加快试
车方案制定、人员培训、生产和安全规
程制定等工作，采取多项具体措施，来
保证首条生产线按期投产。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氧化铝厂严把
三期设备性能关，对进场设备技术条件
认真审核。根据公司 "早介入、早发现
问题 " 的指导意见，从去年 9月份开
始，氧化铝厂组建现场检查小组，11月
份正式参与项目部的现场检查组织，从
12月开始执行工程现场检查周例会制
度。与此同时，组织人力做好现场施工
监督，及时发现和解决现场施工存在的
问题，确保施工质量和进度。为了便于
加强管理，及时改进存在的不足，氧化
铝厂还编制现场周报，全面展现施工动
态和投产准备开展情况，至今已出版周
报 17期。
进入设备安装高峰期后，氧化铝厂

的投产准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阶段。

氧化铝厂对三期主要设备性能参数及
槽罐的规格、有效容积进行统计，对备
品备件数量和型号进行核定，为培训教
材、作业规程和试车方案的编制作准
备。做好三期质量记录表的编制，严把
施工质量关。做好安全生产作业规程的
修订，确保试车投产安全。提前完成氧
化铝厂三期工程总体试车方案编制工
作，为顺利完成试车工作作准备。主动
承担配合施工单位完成投料试车临时
流程施工，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过程对
一二期造成影响。编制安全规程和培训
教材，并及时组织人员开展培训工作，
为人员上岗作好培训工作。

目前，投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均正
在紧张进行当中。

设备安装正值高峰 单体试车全面展开

氧化铝厂投产准备如火如荼

本报讯（黄宗东 黄立群）矿山三期工程于 2006年 11月
份正式开工，设计年产原矿 420万吨，合格铝土矿 208万吨。
根据公司安排，矿山三期工程将在６月下旬投产。由于前期
受农民挡工、征地工作延后的影响，矿山三期工程的开工建
设时间滞后约半年。在稳定一、二期生产的同时，矿山部以积
极的姿态，全面启动三期工程生产准备工作，深度介入到三
期工程的基建、设备安装和调试等工作中去，努力将矿山三
期工程在基建、设备安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试车之前消
除，确保实现三期工程投产之日就是达产之时的目标。

矿山部主任杨海洋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有色二十三冶和
参建单位的通力协作下，工程建设进展迅速，工程土建工作
已接近尾声，设备安装正在紧张进行，主体子项洗矿车间的
大型安装已过半，矿山三期办公楼已封顶，浓缩系统的土建
工作进入收尾阶段，选矿系统的施工接近尾声。整个进度基
本与公司工程网络计划一致。

杨海洋说，为了确保氧化铝三期工程投产，矿山部采取
了多项有力措施。一是把矿山一、二期的成功经验运用到三
期工程中。矿山部组建矿山三期工程领导小组，抽出专门人
员做好现场质量跟踪和安全监督工作，从设计、招标、施工全
过程进行监督，把存在的问题消灭在设计和施工阶段，为顺
利投产创造条件。
二是提前做好人员准备。在检修人员的准备上，从去年 3

月 18日开始，矿山部调整检修车间的工作职能和人员配置，
将检修工区的 9个班，按大班组建设和人员一专多能的要求
合并为 5个班。其中，检修三班是为三期工程准备的。在生产
人员的准备上，矿山部先后举办了三期铰卡、装载机等培训
班，注重理论和操作技能的培训，能够承担采矿和运矿的任
务。在管理人员的准备上，矿山部重点抓好管理人员内控制
度和三期生产管理知识的培训。
三是做好生产组织和保证制度上的准备。矿山部认真

贯彻落实三预管理的理念和标准量化管理的要求，对三期
工程进行了生产组织标准的制定、设备管理进标准制定，
为三期矿山的生产过程管理、设备管理和安环工作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通过以上措施，矿山部努力在交工换岗之后半个月实现
达产达标的目标。目前，矿山部通过努力用一、二期的生产能
力，从去年 10月份开始，有计划地增加产量，通过半年的储
备，储存的矿石可以确保氧化铝三期工程投产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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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蔡轶萍
张继贤 卢秀珍）4
月 22日，氧化铝三
期工程空压站子项
目顺利完成工程验
收换岗工作，已移交
给动力厂空压车间管理。

4月 21至 22日，在顺利实现配电变压器受电和配电室
供电之后，五套螺杆式空压机组及其相应的油过滤器和微热
干燥器系统全部一次单体试车成功。22日下午，按照《中国
铝业广西分公司氧化铝三期建设工程验收实施办法》的相关
规定，公司项目管理部、中铝国际、有色七冶、平果铝监理公
司、动力厂等单位顺利完成了对氧化铝三期工程空压站子项
目验收换岗。

动力厂空压车间
已经完成了岗位人
员的安全培训、理
论培训和实际操作
培训，所有转岗人
员都经过考试考核

获得相应岗位的上岗操作证；工程技术人员编写印制完成了
生产作业规程、工艺技术规程、设备检修记录、运行记录、点
检记录；试车投运所需资料、材料、备品备件、仪器仪表等已
全部就绪。目前，试车投运领导小组已经成立，制定了详细的
试车方案，并针对试车投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制定
了相应的应急预案。为按时保证三期氧化铝生产流程调试仪
表用风和生产工艺动力用风做好了准备，可根据公司安排进
行试车投运。

三期空压站子项交工

动力厂做好投产准备

溶出自控室高压受电成功
本报讯（何俊杰）4月 17日，三期，高压溶出自

控室高压配电系统的 1号段母线成功受电，共受电
高压配电柜 15台，直流电源屏 2台。4月 23日，高
压溶出自控室变压器送电。

8号锅炉完成 DCS风门对点
本报讯（张中云）在 4月 20日 8号锅炉顺利完

成了酸洗工作后，23日下午 5时 30分，该锅炉最后
一台风门执行器的完成对点，标志着该锅炉的风门
DCS操作与现场的阀门实际开度动作已完全保持
了一致，为锅炉顺利进行冷态试验、锅炉点火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3号焙烧炉开始单体试车
本报讯（曾德华）4月 21日上午，3号焙烧炉 ID

风机开始单体试车，标志三期焙烧项目已进入交付
使用倒计时。

试车过程中，对设备的转速、电流、电压、温升、
电机的振动值等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测试，对于存在
的问题现场分析原因并组织整改。3号焙烧炉全面
单体试车将持续 2天。

按计划，23至 25日进行焙烧炉无负荷联动调试
和试车，25日进行合叉连接，26日开始烘炉。

沉降槽搅拌装置通电运行
本报讯（项目部）4月 21日，有色六冶承建的赤

泥沉降分离及洗涤工程 3系列沉降槽搅拌装置正式
通电运行。该槽体非标制作安装 10台槽，2006年 11
月 8日开始铺设底板，2007年 4月 10号槽体全部完
工，经过底板真空试验、壁板超声波检验以及射线探
伤、焊缝消除应力、槽体试水实验。

检修厂厉兵秣马备战三期
本报讯（陈占军）氧化铝三期投产后，检修厂将

同时承担一期、二期、三期的氧化铝停汽检修任务，
平均检修周期只有十天，时间非常紧迫。为了能快速
有效地完成一至三期的检修任务，检修厂提前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

检修厂将各条检修战线的队伍组成小分队，对
三期现场的各种情况进行熟悉，拟订检修方案，模拟
推演。针对溶出闪蒸系统这个检修重点项目，检修厂
联合装备部大修科、氧化铝机动科点检站就三系列
溶出闪蒸过料管、进料管模拟制作进行方案编排，并
制定了详细的进度计划。日前，检修厂已经完成三系
列过料管模拟胎具制作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旦溶出
闪蒸交由生产方使用后，检修厂将用 5天的时间完
成 12套过料管的拆卸、模拟制作和安装任务。

我听见十几米高的管网架上传来“一二、一
二……”有节奏的鼓劲声，我看见你用力地将碗口
粗的电缆抱在胸前用力地向前拉拽。我感到你如雨
般的汗水正渗入墙壁、楼板和管道，我感到你钢筋
般的脊梁正慢慢嵌入焙烧炉、压煮器和分解槽……
我看不出你与工地上的男人有什么区别，一样站在
脚手架上，一样在搬砖、扛水泥、运沙子。我看不出
你有多大年龄，也看不清你的脸，甚至连你的性别
都变得那样模糊。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
了谁。
你是跟着自己的丈夫来到这里的吗？是否有年

迈的老人和求学的孩子需要供养？高空作业你能得
到多少劳动报酬？过这样艰苦的劳动生活你愿意
吗？
我的大脑被种种猜测占据着。我的视线追随着

你，可眼前却不断被一些时尚与雍容的身姿打扰。
同为女人，有人有汽车洋房，甚至养一只宠物每月
花销顶得上你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而此时的
你，满身尘灰，汗水涔涔。我看不出你有任何的感伤
和不满，没有任何委屈可言，惟有尽心尽力地劳作。

你干活的这幅画面已定格在我脑中，我把这张
照片珍藏在心里。此时，我对你是如此敬重和喜欢，
我发现你是那样的美。汗水、粉尘、泥土加之繁重的
劳动，并不影响你的娇柔与妩媚。尽管你干着男人
们的活计，可你依然如水般清澈。不似男人那样铁
骨铮铮，却别有一种柔韧的力度经得起这般磨炼。
这一片钢筋水泥的世界，也因为有了你，凭添了几
分别样的壮观。

我听见打磨砂轮在响，我
看见铁锈粉尘在飞。我看见你
一点一点在打磨分解槽壁上的
铁锈，又一刷子一刷子涂抹着
防锈油漆。我一路数过去，三系
列四系列一共 26 个分解槽你
已经刷了 12个。我知道你们已
经连续干了很多天了，在烈日
下，在风雨中。安全带系好了
吧？口罩戴着吧？分解槽很高很
高，我仰望着你，我看到你身穿
绿色制服，我以为你是武警战
士。我看到不远处的铁架上端
悬挂着“安全是企业的生命，安
全是职工的生命”横幅时，我知
道你是六冶的职工。不管你是
不是复员军人，但我分明看到
了军人的坚强、军人的毅力，军人的铮铮铁
骨已经刻在你的身上。

分解槽有你在做防腐工作而穿上了结
实的外衣。阳光下，并排耸立的三期 26个分

解槽，让站在它底下的人瞬间变得格外渺
小。我看到你的一次抬手一下挪动，仿佛化
作氧化铝三期建设进行曲的美丽音符，催人
奋进，叫人震撼。

管网架上作业的女人

分解槽壁上的刷漆人

溶出系统的“七冶”人
七冶人，你们从氧化铝一期、二期走来，

你们是铁军。你们承担 7000多万元的溶出、
蒸发、循环水、空压站等六个子项，承担着单
价 1280万欧元的三台溶出高压泵安装试车
任务。这个系统是心脏，是关键。你们承载的
不仅仅是要保证设备的启动运转，你们承载
的是中铝广西分公司几千名职工的希望。
“5月 22日能投料吗？”“没问题！我们丝

毫不敢怠慢。”你们的副经理孙家刚胸有成
竹地说。你们克服了土建时期农民工少、人
力不足进度慢的困难，克服了春节前 20多

年罕见的严寒气候。风大，你们要抢工期，在
36米高空中作业的人面临着可能被吹倒的
危险，但你们依然顶风架设钢铁横梁。雨大，
你们要抢进程，身上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
水。你们克服接二连三发生的安装变更麻
烦，你们克服备件、材料跟不上进度的困难。
你们交叉干活儿，立体作业，哪儿先通就先
到哪儿干。

春节，家是最温暖的，你们想家!但你们
坚持不回家，工地就是你们的家。过了正月
十五，你们就连续加班。有人叫：“休息一天
吧！”领导安慰大家：“再挺两个月，咱就熬过
来了！”咱干的是技术含量最高、难度最大的

“心脏”活儿，咱不能含糊啊！
你们严把质量关。你们不

靠人海战术，你们靠技术，靠质
量。你们焊接的每根管都丝毫
不马虎，钨极氩氟焊打底，二氧
化碳气体保护盖面，电焊探伤
检测全都是 A级。你们的队伍
里，有身患鼻癌、带病坚持工作
的电气班班长罗坤，有能吃苦、
严把质量关的管道班班长曲广
绪。一路走来，你们的每一名职
工都是英雄，都为广西分公司
氧化铝三期建设书写了浓厚的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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