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顺清在厂一季度经济
活动分析会上的讲话
渊上接第三版冤野白改黑冶工
程全面开工遥 电解厂区内
门口路面现在是 9 米 袁准
备拓宽到 12米遥家属区的
改造也要全面开工遥 要抓
住这几年中铝公司效益
好尧投入大的有利时机袁多
给老百姓办些好事遥 氧化
铝改造已经定了袁 热电厂
锅炉是 4 台 160 吨袁 吸附
硫还可产 8 万吨硫酸遥 我
们要争取在 3年内把热电
厂大烟囱这个污染源彻底
解决袁要让贵铝的天变蓝袁
地变绿遥

分公司召开经济
活动分析会

(上接第一版 )不易的稳产
高产好形势袁再接再厉袁团
结协作袁为实现时间过半尧
完成任务过半目标而继续
努力渊讲话另发冤遥

受常顺清书记委托袁
何维代表党委就二季度党
的建设尧思想政治工作尧精
神文明建设等工作作出安
排袁 要求各级党组织广大
党员要学习 尧遵守尧贯彻尧
维护党章袁 认真履行好党
章赋予党组织的职责 曰要
在广大职工中大力开展以
野八荣八耻冶为主要内容的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袁促
进职工队伍思想和道德建
设曰 要积极稳妥地做好党
组织的换届选举工作 袁切
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领
导班子建设曰要落实好野一
岗双责冶袁以党风廉政建设
的实际成效为企业的生产
经营和改革发展保驾护
航遥 渊本报记者 董建宇冤

贵州铝厂召开
经济活动分析会
(上接第一版 ) 好现有资
源袁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曰
各子公司要牢牢扭住效益
这个指标袁 在确保安全的
基础上袁 尽可能提高利润
水平袁 同时要努力拓展外
部市场袁提高市场竞争力遥
周利洪还对抓好改革改
制尧项目发展尧五一节前和
节日期间的生产尧 服务及
安全工作提出了具体安排
和要求渊讲话另发冤遥
厂党委书记常顺清在

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遥他说袁
5 个月来袁 贵铝的广大干
部和职工转变观念袁 扎实
工作袁取得了一定成效遥作
为党委书记袁 对这 5 个月
来的整体工作袁 还是满意
的遥 对于二季度工作 ,常顺
清要求袁各级党组织尧各单
位要抓好野四好班子冶建设
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
育遥 各单位一定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袁高度重视野四好
班子冶建设袁认真抓落实遥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袁要
做到与企业发展相结合袁
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袁
与 野四好班子冶 建设相结
合袁 与构建和谐贵铝相结
合袁 入脑入心袁 起到应有
的效果遥 关于改革改制方
面的工作袁 一定要明确指
导思想袁 坚决执行中铝公
司和国家的要求与政策袁
按照要求尧 部署去落实去
完成遥 要齐心协力袁 建设
好我们的社会环境袁 抓住
机遇 袁 为职工群众办实
事尧 办好事袁 使贵铝的天
变蓝尧 地变绿遥

渊本报记者 董建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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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9日 袁贵

州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
成果审定委员会发布消
息袁氧化铝厂叶野三四五冶安
全管理模式的构建和实
施曳 荣获贵州省第七届省
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
果一等奖袁叶以增效为导向
的目标管理曳获二等奖遥

(姜文卓)
本报讯 氧化铝厂熟料

溶出车间4月18日要21日连
续奋战4天袁 完成了高效槽
1要3号的清理安装工作袁为
野五一冶 的生产顺利进行提
供了有力保障遥 (晏洪沛)

本报讯 4月中旬袁氧化
铝厂电气车间三站组织青
年设备巡检小组人员进行
野五一冶 节前的电气设备消
缺工作遥共查出隐蔽性极强
的电气设备发热点三处袁及
时消除了设备隐患遥 (彭剑)

本报讯  四月中旬袁氧
化铝厂电气车间四站对所
辖三个生产车间主体设备
电机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换
油工作 袁为电机设备在夏
季高温天气下的正常运行
做好了准备遥 (杨锴)

本报讯  4月 11日 袁电
解五车间团支部率领全体
团员及部分青年将车间的
防洪沟进行了彻底清理遥

(蔡丽虹)
本报讯  4月份袁 电解

铝厂供电一车间完成了整
流机组四个日本原装进口
的二次水流量计的替换工
作遥用功能相似袁每台仅一
万元国产的流量计替代每
台 8万余元日本进口的流
量计袁 仅此一项就节约了
20余万元遥 (汪雯)

本报讯  4月 18日 袁机
械厂铸造团支部利用中午
休息时间袁 对车间内部天
车工行走平台进行清扫和
刷漆袁 受到了车间上下一
致好评遥 (朱坤)

本报讯  4月 19日 袁铸
造四车间举行技术培训
班 袁 邀请了法国 Novelis
PAE公司的专家对本车间
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进
行技术培训遥 (杨通信)

本 报讯  4月 中旬 以
来袁 电解铝厂铸造一车间
结合生产实际袁 按照质量
管理体系的要求袁 开展内
部质量管理体系的自查活
动遥 (柴锐)

本报讯  4月19日上午
10点袁 第三计算机室青年
突击队顺利安装完了三厂
房西区即26台改造后的新
型槽控机袁目前袁这批槽控
机运转良好遥 (郑放莲)

本报讯  野五窑四冶青年
节来临之际袁 碳素厂三组
装车间团支部特别举办了
野弘扬耶五窑四 爷精神袁争做
时代先锋冶活动遥 (刘源平)

本报讯 4月21日袁碳素
厂一组装车间成立了青年
读书俱乐部袁 为团员青年
提供知识的桥梁遥 (曹双灵)

本报讯  为了开展好
野创建学习型组织袁争做知
识型员工冶活动遥 4月18日
下午袁 碳素厂检修车间成
立了野读书俱乐部冶遥 (赵政)

本报讯  近日袁动力厂
工会团委开展了以 野畅谈
荣辱观袁 树立和谐文明新
风冶 为主的员工社会主义
荣辱观教育培训系列活动
之一的幻灯片比赛遥

(曾丽艳)
本报讯  4月 18日 袁机

械厂进行学习党章尧 两级
职代会尧 党建会议精神知
识竞赛遥 (王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