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 月 19 日下午 袁分
公司在图书馆多功能厅召开干部
大会袁 分析总结一季度经济活动
情况袁并安排部署二季度工作遥

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尧 副总
经理李恩怀尧黎云尧刘建钢和厂党
委副书记何维尧工会主席陈刚袁分
公司总经理助理尧副处以上干部尧
部分科级干部以及党群系统各部
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黎云主持
会议遥

会上袁李恩怀尧刘建钢和财务
部经理王慧分别从投资尧 生产和
财务角度袁 对分公司一季度的经

济活动进行了分析总结遥
常顺清作了重要讲话遥他说袁

一季度的工作袁 总体来说是较为
满意的袁可以总结为几句话袁那就
是 野生产开局告捷尧 技改进展顺
利尧 经营起步良好尧 管理有序推
进冶遥常顺清就野强化生产运行袁保
持稳产高产曰精心组织协调袁加速
技改进程曰强化管理理念袁提升管
理水平曰加速资源获取袁夯实发展
基础曰加强安全管理袁保持平稳态
势冶等五个方面袁对二季度工作进
行了安排和部署遥 他希望大家珍
惜当前这来之渊下转一四版中缝冤

分别召开一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贵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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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24日袁贵州铝厂

年产10万吨合金圆铸锭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通过了专家的评审遥
由中铝公司投资部在贵铝宾

馆主持召开的专家评审会上袁来
自国内有色系统的专家们认真听
取了贵州铝厂对项目前期情况的
介绍和设计单位中色科技股份公
司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袁 现场
考察了拟选厂址遥 专家们经过认
真研究和评审后认为袁 该项目符
合国家现行的产业政策袁 符合循
环经济资源综合利用的要求袁有
较好的建设条件和良好的产品市
场销售前景遥专家们认为袁项目计
划使用贵州分公司电解铝液直接
配料生产铝合金铸锭袁 省去了二
次重熔袁 既节约了能源又减少了
金属烧损袁 产品具有较强的成本
竞争力遥同时袁中铝贵州企业有多
年铝合金铸锭生产销售经验袁专
业技术人才队伍和市场开发销售
网络资源丰富袁 有较强的竞争能
力遥专家们认为袁项目产品定位合
理袁市场目标明确袁在高端产品的
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优势袁 工艺
配置合理袁技术先进可行遥专家们
还对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可行性研
究报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遥
评审会上袁 贵州铝厂党委书

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介
绍了中铝贵州企业尤其是贵州分

公司情况袁认为合金圆铸锭项目条件成熟袁原料尧市场
有保障袁并通过了环评袁对企业的发展大有好处袁是互
动双赢袁共同发展袁建设和谐贵铝的好项目遥他表示袁分
公司将全力以赴进行支持遥

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对各位专家和来宾表示热烈
欢迎袁并就项目前期情况作了介绍遥

中铝公司投资部主任杨金勇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通过后作了讲话遥 他说袁 该项目具备了非常好的条
件袁贵州分公司的大力支持袁充分体现了贵州企业的和
谐和共同发展的意愿遥他要求设计单位精心设计袁把工
作做细做好做扎实袁并对下一步工作作了安排和要求遥

贵州铝厂副厂长邹善能尧 厂尧 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
人袁白云区发改局尧环保局负责人参加了评审会遥 渊王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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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20日袁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会长康义袁 在中铝贵州企业协调委员会主任尧
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顺
清尧 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 尧 贵州铝厂党委副
书记何维陪同下袁 到贵州分公司电解铝厂参
观考察遥

康义首先来到四期电解铝厂房袁 参观考
察了新投产的四系列电解槽遥 电解铝厂厂长
龚春雷向康义详细介绍了四期电解铝的槽型尧
工艺流程及生产和成本情况等 遥 并就230KA
槽型在国际国内所处的水平做了介绍遥 康义
还询问了解了槽控箱的相关情况遥

在四期电解铝供电主控室 ,看到供电车间先
进的中央监控系统袁 康义非常高兴袁 不时和当
班员工交谈袁 了解这套新供电系统的操作和运
行情况遥

在铸造系统袁 康义了解到四期铸造的产能
及高附加值产品结构袁 可大大增强市场竞争力
时袁 他高兴地点头称赞袁 并预祝四期电解铝早
日实现全面生产袁 为做大尧 做强中铝贵州企业
多做贡献遥 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代表中铝贵州
企业袁 向一贯大力支持尧 关心中铝贵州企业建
设和发展的康义会长表示衷心感谢遥

渊龙良海冤

康义参观考察分公司电解铝厂
常顺清周利洪何维陪同考察

本报讯 野五一冶劳
动节前夕袁 受贵州铝厂
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
总经理常顺清 , 贵州铝
厂长周利洪的委托袁厂
党委常委尧 工会主席陈
刚与工会代理副主席许
晓桥率总厂工会尧 离退
休管理处和二级单位工
会的有关人员袁 于 4 月
24 日上午看望慰问了
10 名生活较困难劳模
及遗属袁 给他们送去了
鲜花尧慰问品和慰问金袁祝愿他们节日愉
快袁充分体现了组织对劳模的关爱之情遥

陈刚一行先后来到长山路 尧 同心
路尧 中坝尧 白沙关等住宅区袁 看望慰问
了历届厂尧 分公司以及获得省市级以上
劳模中袁 因工负伤尧 身患疾病及病故造
成生活比较困难的 8 名劳模和 2 名劳模
遗属遥 在各位劳模家中袁 陈刚详细地询

问了劳模们的身
体健康状况和生
活情况遥 对在职
劳模克服种种困
难 袁 敬业爱岗 尧

艰苦奋斗尧 忘我劳动 尧 无私奉献 袁 为
厂尧 分公司的建设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表示感谢曰 对退休后的老劳模仍继续关
心企业改革发展袁 保持本色袁 给予了赞
许曰 对病故劳模遗属存在的实际困难袁
表示将设法加以解决遥 陈刚祝愿他们节
日愉快尧 身体健康尧 家庭幸福遥

被走访慰问的劳模及劳模遗属袁由
衷感激组织的关怀遥 在职劳模表示要更
加努力工作袁争创新业绩袁无愧于野劳动
模范冶这个光荣称号遥 老劳模表示袁要发
挥余热袁关心企业的发展袁回报组织给予
的崇高荣誉遥 渊张义冤

陈刚五一前夕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劳模
本报讯 氧化铝厂强化成本意识袁认真落实成本管

理的责任和措施遥 一季度单位成本比预算下降1.47%袁
总成本下降了474.4万元遥

一季度袁该厂认真贯彻落实分公司职代会精神袁紧
盯成本不放松遥 在没有硬件投入的情况下袁 大力实施
野提高分解率袁降低溶出aK尧提高碳分产量冶等提产措
施袁千方百计稳定生产尧提高产量袁降低了单位产品的
成本遥 同时袁在野降低生料浆尧氢氧化铝含水率曰提高设
备效率袁降低消耗曰加强技术创新与技术攻关冶等方面
狠下功夫袁使氧化铝实产消耗的矿耗尧碱耗尧煤耗尧重油
消耗尧代焦煤耗尧蒸汽消耗尧综合电耗尧新水消耗均比计
划有所下降遥 (姜文卓)

氧化铝厂首季节约成本 474万元

本报讯 4月20日袁 贵铝华阳公司与凯里阳光铝业
公司签订了3000吨阳极碳块的购销合同遥 此合同的签
订袁意味着华阳公司生产流程的全部打通遥这是总厂领
导协调沟通袁分公司销售部大力支持袁坚持互动双赢袁
建设和谐贵铝的结果袁 充分体现了上市公司对存续企
业的关心和扶持遥

华阳公司自去年在分公司的扶持下袁 启动焙烧炉
为碳素厂代焙生产阳极块以来袁资产得以盘活袁生产经
营有所好转遥但由于市场原因袁生碳块的生产一直未能
启动遥分公司销售部王洋副经理通过市场调研袁主动与
凯里阳光铝业公司协商洽谈袁 并多次深入华阳公司了
解生产经营情况袁熟悉了解生产流程遥厂领导邹善能也
多次到华阳检查指导工作遥据悉袁华阳公司已展开碳块
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遥 (谢东滨)

在贵州分公司销售部大力支持下

华阳签订3000吨阳极块外销合同

本报讯 4月20日袁 碳素厂外销青海分公司的高石
墨阴极碳块投入生产袁首批生块全部合格遥

由于阴极碳块市场过剩袁订单很难获得遥分公司凭
雄厚的技术实力袁赢得了青海分公司的800吨的阴极订
单遥该合同要求的技术指标很高袁尤其是灰分的含量要
求甚高遥为满足客户所需袁分公司领导多次到碳素厂调
研袁 决定从山西购进优质煤袁 采购优质石墨和石墨化
焦袁为生产外销青海铝的高石墨阴极创造了条件遥

碳素厂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袁 反复进行了配
方试验袁精选出最好的配方进行生产遥 生产前袁员工又
对生产流程进行清理袁以防止原料受污染遥 (索绍愚)

碳素厂外销青铝高石墨阴极投入生产

本报讯 4月18日袁 动力厂污水处理站新增
净水器试车成功袁 产出合格的再生水袁 成功送至
西片区生产用户遥 这标志着分公司污水零排放
野东水西调冶 节水减污工程全面建成投产遥

野东水西调冶 节水减污程是今年分公司创建
资源节约型企业袁 实现污水零排放的重点工作袁
有着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遥 工程主要是将
东片区深度处理后再生水送到西片区加以利用袁
以保证整个分公司全面实现污水零排放遥 工程在

东片区增加一套集提水设施袁 将东大
沟尧 机械厂尧 中坝片区的废水全部回
收遥 在东片区污水处理站增加两台净
水器袁 扩大污水处理能力袁 改善再生
水水质指标遥

动力厂对此项工程以高度重视袁
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袁 在周密细
致的调研尧 考察尧 论证的基础上袁 提
出了实施方案遥 该工程于今年元月份
动工遥 该厂认真协助施工单位克服集
水池基础大量涌水尧 基础塌方等问
题袁 配合设计部门完善了东片区供水
管网尧 污水站设备及管道布置尧 集水
池及污水站电器设计等工作袁 使得工
程得以顺利建成投产遥

工程投产后袁 动力厂将新增350
立方米 /h的污水处理和供水能力袁 大
大提高东片区水资源利用率袁 再生水
水质也将有明显改善袁 预计每年将节
约工业新水300万吨以上遥 (陈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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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袁 氧化铝厂党委以争创
野四个一流冶 为载体袁 大力开展转观念尧
建和谐 尧 创佳绩尧 比贡献主题活动袁 团
结带领全体员工为氧化铝产量突破100万
吨作贡献遥

为引导广大员工集中
精力干好本职工作遥年初袁
该厂党委就以 野做一流的
产业工人尧 创一流的技术
水平尧争一流的工作业绩尧
干一流的工作效率冶 为主
要内容袁 在全体员工中开
展了争创野四个一流冶员工
活动遥活动开展以来袁该厂
党委通过开展大讨论尧立
功竞赛尧 创建和谐单位等

活动袁使转观念尧建和谐尧创佳绩尧比贡献逐步
成为员工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袁一个以野坚
持互动双赢尧建设和谐贵铝冶为目标的主题活
动正在该厂全面展开遥 渊姜文卓冤

氧化铝开展转观念建和谐创佳绩比贡献活动

本报讯 4 月 13 日至 14 日袁 电解铝厂对全厂一季度创
建学习型企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验收考核遥

今年以来 ,电解铝厂认真抓好创建学习型企业工作袁力争
年底全厂学习型班组比例达到 45%袁 学习型车间比例达到
35%遥 验收考核结果表明袁各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袁均
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袁开展学习活动形式多样遥各单位
除充分利用中心组学习尧 班前班后会以及计划性教育培训等
形式袁 在干部员工中开展学习活动袁 大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袁稳定了员工队伍袁增强了企业凝聚力遥 渊谭彬冤

电解铝厂考核创建学习型企业工作

本报讯 4月18日袁 氧化铝厂召开第五次党代会袁
回顾总结第四次党代会以来的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和纪
检工作情况袁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思路和措施遥
贵州铝厂党委副书记何维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遥

会上袁该厂党委书记尹平袁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
赵思青分别作了党委和纪委工作报告遥103名党代表投
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氧化铝厂党委遥 (姜文卓)

氧化铝厂召开第五次党代会

本报讯 4 月 24 日下午 袁贵
州铝厂在办公楼五楼会议厅召开
一季度经济活动分析暨干部大
会遥

厂领导常顺清尧 周利洪尧何
维尧陈刚出席会议遥厂机关和各二
级单位副处以上干部尧 有关科室
副科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遥 何维
主持大会遥

服务公司经理王永奎尧 华阳
碳素公司总经理杨启立尧 珠海亚
奇纸塑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筑
源在会上分别对本单位一季度的
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遥

财务处处长王明轩分析总结了全
厂一季度的经济活动遥

厂长周利洪作了重要讲话遥
他首先传达了中铝公司 2006 年
度改革改制工作会议精神袁 并对
全厂一季度生产经营管理尧 改革
发展等各项工作作了全面总结遥
周利洪说袁一季度袁我们可以说是
野趋势平稳袁谨慎乐观冶遥对于二季
度工作袁周利洪要求袁各二级单位
要进一步转变观念袁加强管理袁继
续巩固增利减补的势头曰 后勤服
务系统要拓展思路袁进一步挖潜袁
最大限度地用渊下转一四版中缝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