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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各县广电局长
到平果铝参观考察

大家称他“铁军军长”
记贵铝灾后重建广西分公司支援队队长、共产党员乔贵林
强将受命出马

四位同志担任。

求，确保安全、确保质量、确保进度完成任务；工
余时间不允许随意外出，有事外出必须请假，不
创造惊人纪录
2 月 28 日，中铝公司召开视频会议，向全系
允许上网吧，晚上 10 点钟以前必须回到宿舍点
统成员企业发出灾后重建动员令。中铝广西分
作为贵铝灾后重建广西分公司支援队的队 名报到。
公司接到支援贵铝灾后重建任务的当天，按总 长，在这场战斗中，乔贵林指挥得当，管理有方，
在乔贵林的严格管理下，广西分公司检修
部要求，迅速在分公司检修厂职工中挑选精兵 他带领突击队员们严格安全规程、严抓生产质 厂这支专业的筑炉突击队伍，在支援贵铝灾后
强将组建筑炉支援队。在考虑带队人选时，
公司 量，确保生产进度。从 3 月 2 日到 4 月 8 日，广 重建的抢修现场上，充分发扬特有的“检修风
党政领导指名一员得力干将出山，他就是检修 西分公司赴贵铝支援灾后重建突击队共完成维 采”精神，甘于奉献、勇于挑战，党员、主修员工
修扎固电解槽 80 台次，用糊量约 500 吨，启动 戴上红袖标，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全体
厂副厂长、厂党委委员乔贵林。
28 日下午，接令担任支援队队长之后，乔贵 电解槽 100 台。在这场抢时间、抢进度的突击抢 队员超负荷、超强度地连续作战，创下了一个个
修战役中，他带领队员们不辞辛苦，在一个多月 难能可贵的修槽纪录，在贵铝享有“作风顽强”、
林没有任何虚言，揣着一股帮助兄弟单位尽早
时间里没有休息过一天，并创下几项以往从未 “技艺精湛”
“质量优良”
、
等美誉。优良的作风和
恢复生产，以实际行动为中铝总部减少灾害损
有过的让人感动和惊奇的纪录:一是上班时间最 过硬的扎固质量不仅受到贵州企业的赞扬，还
失做出贡献的壮志情怀，火速行动，带领检修厂
长的一天，从早晨 7 时干活直至次日凌晨 2 时， 获得了中铝公司副总裁刘祥民的称赞。
筑炉车间主任作为“先头部队”连夜赶赴贵铝， 连续工作了 19 个小时；二是单台槽糊料使用量
铁汉柔情真情
实地了解情况，
具体领受抢修任务。
最多达到 8 吨；三是单日使用糊料量最多达 22
29 日，广西分公司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将筑 吨；四是单日扎固槽数量最多达 4 台（平时一般
作为支援队的负责人，乔贵林没有住在贵
炉支援队队员选挑完毕，并做好修槽所需各种 1 台）。这些数据在以往来说是想也不敢想的，是 铝宾馆给他提供的优越住房，而是和队员们同
机器和工具的准备。第二天即 3 月 1 日上午，30 创历史纪录、凝聚着汗水、真情和斗志的一组数 住单身宿舍，同吃大食堂，现场干活同吃盒饭。
多名支援队员携由两大卡车装运的大型筑炉机 据，可以说广西支援队负责抢修电解槽的职工， 虽然乔贵林已年满 51 岁，但他仍然每天忙碌在
器设备长途奔驰，于 3 月 2 日凌晨 2 时赶到贵 大家每天承担的工作量是平常工作量的两倍以 抢修现场，累得几乎虚脱，一个多月时间下来，
铝，成为中铝成员企业第一支成建制到达贵铝 上，这样的工作量对每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理都 原来只有几根白发的他头发几乎全白了。疲劳
是一种极限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如果没有对灾 之下，他患了一次重感冒，在连续打了七天吊针
的支援队。
后重建的理解，没有对家庭对企业高度的责任 的情况下，他仍坚持不下火线，针头一拔就继续
仅仅过了十天，接到总部后续调遣命令后，
心，没有极其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 赶到现场指挥，
被大家誉为“铁军军长”。虽然乔
由广西分公司电解铝厂职工组成的 30 人电解
毅力，是难以做到的。“中铝一家亲，患难见真 贵林对自己十分“苛刻”，但他却十分注意关心
启动恢复生产支援队也于 3 月 12 日来到了贵 情”
，乔贵林带领支援队的队员们用自己的行动 突击队员的身体状况，现场好几名队员生病都
铝。
验证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是被他发现后带领队员去医院或在现场医疗中
前后两批支援队员共达 69 人。广西分公司
心及时就医，并且还及时地和食堂沟通，给生病
带出“钢铁部队”
领导决定由乔贵林现场统一指挥。在这支队伍
队员开小灶，
确保队员早日康复。每次在现场吃
中，
有 18 名共产党员。为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
作为贵铝灾后重建广西分公司支援队的队 盒饭的时候，乔贵林总是让队员们先吃，并亲切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按广西分公司党政领导指 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乔贵林同志首先是严抓 地为每一个队员盛汤添菜，自己到最后才吃。
示，3 月 13 日，广西分公司赴贵铝灾后重建支援 政治思想工作、统一全体队员的思想认识，让队 乔贵林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
队临时党支部在现场成立，党支部分为筑炉支 员们清楚地了解此次支援贵铝灾后重建的意义 队员，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干起活来自觉性非常
援分队党小组和电解支援分队党小组。临时党 及责任。在工作中他和职工通过座谈、询问的方 高，个个如下山猛虎一般去完成一项项艰难的
式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同时，他还 抢修任务，都想着要共同努力为贵州铝厂灾后
支部全体党员大会决定由支援队队长乔贵林同
制订了铁一般的纪律来严格要求这支支援突击 重建以及中铝整体生产大局建立功勋。
志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分别由另外
队，一切行动听指挥，工作时间严格按照工艺要
（杨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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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间读过这么一个
历史故事：说的是 1485 年英
国波斯沃斯国王查理三世与
里奇蒙德亨利决战争夺英国
统治权，给马钉掌时因缺少几
颗钉子，查理的马有一只马掌
没有钉牢，结果还没走到一
蔡 半，一只马掌掉了，战马跌翻
国
宝 在地，查理被俘虏，战斗结束
了。
初看上去，
一个马掌钉与
一个国家相比，好像微不足
道，但事实就是如此，一些大
的问题往往就隐藏在细微的
事情当中，被人们忽视掉了。
老子说：天下大事，必作

于细。细，
就是要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可偏
偏有一些人就是不认真，不细心，工作大大
咧咧。听一老师傅讲述他经历过的一起安
全事故，
打打击头大包时，有些人习惯把钢
钎乱放。可是就有那么一次让他长了见识，
打完打击头黏包后就把钢钎一抡，刚好钢
钎一端与电解槽相碰，另一端与接地接触。
瞬间看到一条火龙直串钢钎，还好人放下
钢钎离开，火龙并没有伤及人身，由于强电
流作用钢钎瞬间弹开。试想一下如果人没
有离开可能就导致人身伤害事故。可能就
是导致一个孩子失去父亲、父母失去儿子、
一个家庭的破裂。一次不经意的过错，可能
就是一次惨痛代价。蝼蚁洞虽小却能溃千
里之堤，可能碳渣箱碰母线不会引起我们
的注意，可是当效应来时就知道它的厉害。

煤气厂

开展廉洁文化建设活动

本报讯（黄智）日前，
煤气厂党委以下发通知的形式，
对开展廉洁文化建设主题活动作出了安排部署。
根据公司纪委文件精神，煤气厂党委通过认真组织
学习、讨论研究，决定开展廉洁文化建设主题活动，并制
定了详细的活动方案，明确了活动的指导思想、工作目
标、组织机构、
主题与内容、具体要求等。活动旨在促进煤
气厂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勤政廉政，干净干
事，清白做人，成为廉洁从业的楷模；倡导和培养广大员
工养成以
“守法、
廉洁、
敬业、
诚信、俭朴”为主要内容的中
铝廉洁从业理念，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廉洁文化
氛围。
此次主题活动历时八个月，从 4 月开始到 11 月份结
束，共分为宣传动员、组织实施、总结提高三个阶段。煤气
厂党委将在不同阶段组织开展廉言警句征集、廉洁故事
宣讲、
廉洁从业承诺签名、
廉洁文化专题讨论等活动。

保卫部成功拦截偷矿车
本报讯（黄永按）4 月 15 日下午，保卫部在矿山路上
成功拦截两辆偷拉铝石矿车辆，扣缴两辆装载车约 30
吨铝矿石。
当天下午，接到报警电话后，保卫部部长杨曲蒙立
即驱车赶往矿山公路，并指令保卫二科一同参与对偷拉
矿石车辆的围捕。此时，不法分子不顾保卫人员劝告，
强
行驾车下山。杨部长立刻拉响警报器，要求司机靠边停
车，货车仍然横冲直撞。杨部长边驾车边通过警报器，
严
厉批评司机的不法行为，告知司机拒捕的严重性。见无
法逃脱，货车到达山底桥头时，司机才将车停下，追捕时
间持续约 20 分钟。
此案已移交铝城公安分 铝
工 警
论 讯
坛
职 城
局作进一步审查。

本报讯 （张凤朵）4 月 18 日下
午，中试室工会主席刘瑾萍带领企
业文化科及氧化铝室一行 3 人，
来到
广西医科大附属医院皮肤区，将中
试室 139 名员工捐出的 8092 元及工
会困难补助 500 元送到了新职工黄
丽红的手中。
黄丽红去年 10 月从广西石化高
级技工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我室氧
化铝溶液站工作。不幸很快降临到
21 岁的黄丽红身上。经广西医科大
确疹患上红斑狼疮，此病不仅有皮
肤损害，而且有肾、脑、心、肺、血液、
关节、肌肉等全身性病变。现正在医
科大住院治疗的黄丽红是宾阳务本
村人，父亲已故，母亲在家务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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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驾驶员参加体检
本报讯(唐毓昌)4 月 18 日，为掌握驾驶员身
体状况，
确保行车安全。运输部运输管理科组织公
司驾驶员参加由百色市和平果县交警部门联合实
施的年度机动车驾驶员身体适应性检测。
此次体检依照国家强制性体检标准，采用专
业检测设备，
检测项目涉及身高、视力、辨色能力、
有无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及生理缺陷等。据统计，
参加这次年度机动车驾驶员身体适应性检测人数
达 500 余人。

矿山部党团员义务种树
4 月 12 日
上午，矿山部生
产工区不当班
的党员、团员等
60 余人，来到二
期厂区开展义
务植树活动。奋
战了 3 个小时，
共植树 120 株，
为二期现场又
增添了一条美
丽的绿化带。
（王 康）

个哥哥正在上大学，
另一个哥哥大学
毕业正在求职，家庭无任何经济来
源。昂贵的医疗费给贫困的家庭雪
上加霜。黄丽红住院后，各级组织非
常关心，杨韵屏和刘瑾萍先后亲自到
医院探望。了解病情及家庭的经济
状况后，非常焦急，在室党委的倡议
及工会的组织下，
向全室员工发出了
爱心捐款倡议书，在短短的两天内，
得到了 139 名员工的积极支持，共捐
赠 8092 元。中试室工会给黄丽红申
请了困难补助 500 元。

爱 心 行 动

本报讯 （马雁飞）
“一个共产党员参加革命是
为什么，
当了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
什么？”影片《公仆》中的主人公谷文昌用实际行动
回答了这些问题。4 月 21 日，中铝广西企业组织
党员领导干部 1600 多人在工人文化宫观看了这
部电影。这是公司党委为深入学习十七大，
深入开
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结合公司开展的“科学和
谐新发展，开创平果铝新局面，共创中铝新辉煌”
主题实践活动开展的一次教育活动。
接下来，
公司将通过组织讨论、写观后感等方
式，引导广大党员对照模范人物先进事迹，查找差
距与不足，
进一步增强党性修养，改进工作作风。

紧急抢制三期片碱输送管道

平果铝医院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中试室开展献爱心活动

公司组织观看电影《公仆》

本报讯 （韦融江）4 月 17 日，检修厂经过近十个小时的全力奋
战，
完成了三期片碱输送管道近 100 米的抢制焊接任务。
临时铺设的管道长度大约 100 米，共有 40 多道焊口。时间紧、
任
务重，陈柱厂长接到任务后迅速反应，积极组织。一方面，派出生产管
理科及时与氧化铝厂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在沉降现场进行了仔细的
勘察分析，
制定出周密、
细致的施工方案；另一方面，赶赴铆焊车间召
开紧急动员会议并作了动员讲话，要求全体员工发扬团结协作的精
神，
以三期投产的大局为重，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的完成此项艰巨
任务，展现检修工人的风采，
为三期投产做出检修工人应有的贡献。
公司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此项管道铺设工作，多次亲临沉降施
工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在各单位的协调配合下，有效地确保了此次片
碱输送管道抢制任务顺利完成。

职 工 论 坛

境贫穷，拿不出一个月不到 30 元的
生活费用，两人没法住校，只能每天
花 3 个小时来回四次奔波于家里和
学校，
当遇到下大雨时就没有办法上
学。白淑霞勉励他们在学校要努力学
习，争取取得好成绩，将来考上大学
才能改变生活现状，同时也才对得起
父母和关心帮助的人。座谈会结束后
内科、儿科将 400 元资助费用交到了
两位同学的手中。

本报讯（唐宏升）4 月 17 日下午，由百色各县
市的广播电视局局长、新闻工作者组成的参观考
察团一行 40 多人，在平果县广电局副局长黎敏、
平果铝业公司宣传部部长白泉的陪同下，到中铝
广西分公司进行参观考察。
参观团先后到中铝广西分公司氧化铝厂、电
解铝厂等生产一线进行参观考察。在考察过程中，
白泉向来宾介绍了氧化铝、电解铝的生产工艺流
程，并就中铝广西企业的新闻工作进行了交流。
4 月 16 日，百色市广播电视通联工作会议在
平果县召开，
参观团成员在参加会议之后，由平果
县广播电视局组织到平果铝进行此次参观考察。

检修厂

工具器没有预热直接使用，大部分时候可
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潮湿天气下，你就
知道电解质在身上点缀甚至烧伤是多么的
痛！防护面罩戴起来你会觉得重、影响视
线，当你眼睛被电解质虏去，你就知道面罩
光线多好。所以在安全生产中一定要重视
细节，重视细微之处，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拿着放大镜看待隐患，做到见微知著，
才能避免事故发生。
安全是大事，大事也是小事的积累，可
能你不会理解量变引起质变的真谛。但你
应该知道酒喝多了会引起肝硬化，烟抽多
了就会引起咽炎、肺癌。安全无小事，事事
必做细。

本报讯 （贺舰灵）4 月 22 日下
午，平果铝医院党委副书记白淑霞一
行 4 人，
到平果县太平镇中心小学探
望内、儿科一直以来扶助的和国登、
和冬青两位瑶族小学生。
在中心小学，白淑霞一行人了解
到和国登、
和冬青两位同学从龙灯苗
族小学到太平镇中心小学上学已经
有两年多的时间，
两位同学现都上小
学四年级一班，目前消除了语言障
碍，基本适应该校生活，但是由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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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的行为是构成交通肇事罪吗？
某大型运输公司司机王某，驾驶卡车从外市向本市运输生产原
料。中午，
王某在饭店喝了酒，晚上继续开车行驶。由于酒后开车，加
上中午没有休息，
非常困倦，精力不支。返回工厂后，王某仍然坚持
卸货，当汽车向仓库倒车的时候，
把欲卸货的装卸工罗某扎死。
王某的行为是构成交通肇事罪吗？
答：本案中，司机王某将装卸工罗某扎死，这一严重后果是发生
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外的生产作业现场，因而构不成交通肇事罪，
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它是指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
企业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从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
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
行为。这种行为不是发生在交通运输中违反交通管理法规，而是发
生在生产作业中因违反作业规
章制度造成的，应认定为重大
责任事故罪。(王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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