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月26日上午袁厂工会在文化宫召开中铝
贵州企业第三届中老年健身运动会筹备会议袁 就举办
好第三届中老年健身运动会进行研究和部署遥

会上重点对开幕式文体表演方案以及运动会竞赛
项目设置情况进行了讨论遥 据悉袁运动会初步定于6月
18日开幕遥 开幕式后将陆续进行中国象棋尧围棋尧乒乓
球尧羽毛球尧门球尧女子跳棋尧太极拳尧二龙戏珠8个项目
的比赛袁运动会预计历时12天遥 (聂宝生)

厂工会召开第三届中老年健身运动会筹备会

本报讯 为帮助困难职工袁 印刷厂职工用实际行
动献爱心袁 于近日向中铝贵州企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捐助3000余元遥

4月26日至29日袁印刷厂职工夜以继日地赶印中铝
贵州企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管理办法册子遥三天里袁职
工们放弃午休袁干到夜里10点袁加班加点印刷叶办法曳千
余册遥为表达对困难职工关爱之情袁该厂决定将产生的
费用3000余元捐献给企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遥 (胡虹)

印刷厂职工实际行动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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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30 日 , 省总工会在省委
礼堂召开庆祝野五一冶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大
会遥会上袁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荣获贵州省
五一劳动奖状尧 电解铝厂精铝车间高纯班
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状先进班组尧 电解铝厂
四车间副主任田海军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尧 服务公司客运中心经理许振湘荣获省
五一劳动奖章遥

受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
经理常顺清的委托袁 贵州铝厂党委常委尧
工会主席陈刚参加了表彰大会袁 并上台接
受省领导的颁奖遥 渊张义冤

贵州分公司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状
电解精铝高纯班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状 田海军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许振湘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

本报讯 中铝贵州企业首届 野十大杰出
青年冶和野十大优秀青年冶袁在4月29日中铝贵
州企业纪念 野五四冶 运动87周年暨表彰大会
上袁受到隆重表彰遥 常顺清尧周利洪尧何维尧曹
跃清尧黎云尧陈刚尧刘建钢尧邹善能等领导出席
大会遥 常顺清作重要讲话遥

厂党委常委尧工会主席陈刚主持会议遥
大会在嘹亮的叶共青团团歌曳声中开始遥

贵州铝厂团委副书记李锐代表厂团委对2005
年度共青团和青年工作进行了总结遥

贵州铝厂党委副书记何
维袁厂党委常委尧副厂长曹跃
清袁 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黎
云先后宣读了厂党委和厂尧
分公司关于表彰首届 野十大
杰出青年冶野十大优秀青年冶
的决定 袁 厂团委关于表彰
2005年度青年安全监督岗先
进集体尧 个人的决定和关于
表彰2005年度红旗团委 尧红
旗团支部尧全优团支部尧优秀
团干部和优秀团员的决定遥

在热烈的掌声中袁野十杰
青年冶野十优青年冶和青年先进集体尧个人代表
登上主席台袁接受领导的颁奖遥

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
常顺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遥 他代表厂党
委向受表彰的青年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
的祝贺袁 向辛勤工作在企业各岗位的广大青
年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遥

常顺清简要回顾了五四以来青年运动的
光辉历史袁 充分肯定了企业团组织和广大青
年在促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和推动生产经营

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袁 并向青年们提出四点殷
切希望院第一袁希望青年们树立远大理想遥 他
说袁 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树立起远大理想并
把自己远大的理想与时代尧 社会和伟大的事
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为之去奋斗尧努力袁人生
价值才能真正体现袁才能创造出永恒的青春遥
第二袁希望青年们坚持发奋学习遥 他指出袁青
年要通过学习不断开阔知识面袁 完善知识结
构袁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服务社会袁服务企业
中去袁在实践中求得真知尧增长才干遥第三袁希
望青年注重锤炼品德遥他强调袁新时期的企业
青年应牢记八荣八耻袁站在传播社会文明袁传
承时代精神的前列袁 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新风
尚袁倡导健康尧文明尧科学尧向上的生活方式袁
做讲道道德尧树正气尧立新风尧建和谐的表率遥
第四袁希望青年们勇于开拓创新遥 他指出袁广
大青年要发挥思维敏捷尧敢为人先尧最有创新
活力的优势袁做解放思想尧更新观念尧开拓创
新的排头兵遥

常顺清的讲话赢得青年们阵阵热烈掌声遥
各二级单位党政领导袁厂尧分公司机关处

部室负责人尧 团员青年代表参加了在贵铝宾
馆会议大厅召开的表彰大会遥 (王虞)

中铝贵州企业隆重举行纪念“五四”运动87周年大会
大会表彰了首届青年“十杰”“十优”及先进集体和个人常顺清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讯 4 月 29 日下午 袁中
国铝业遵义氧化铝有限公司创立
大会在贵阳市举行遥 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尧 贵州分公司总
经理常顺清出席会议并当选为公
司董事会董事长遥

大股东代表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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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中铝公司总经理肖亚庆委托袁
主持了创立大会遥

中国铝业股份公司人力资源
部经理贺斌聪在会上宣读了中铝
公司文件袁 提交了中国铝业遵义
氧化铝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尧监
事会监事尧董事长尧副董事长及总
经理推荐名单遥

股东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铝
业遵义氧化铝有限公司章程袁决
定董事会由常顺清尧李恩怀尧刘瑞
平担任甲方董事 袁刘
撇成尧 杨宝银担任乙
方董事遥 股东会议决
定袁 公司监事会由甲
方提名的徐子彪与乙
方提名的罗涛等人员
组成遥

在首次公司董事
会会议上袁 选举常顺
清出任公司董事会董
事长袁 刘撇成出任副

董事长曰 选举徐子彪出任公司
监事会主席尧罗涛出任监事遥

经董事会议选举表决袁 由李恩怀担任
中 国铝 业遵 义氧化铝 有限 公 司总经
理遥 渊本报记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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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9 日上午袁 贵州铝厂工
会主席陈刚尧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谢青松尧
刘建钢来到贵铝职工医院袁 看望慰问了与
盗窃分子英勇搏斗负伤住院的电解铝厂员
工尧护厂民兵张亚凡遥

陈刚尧谢青松尧刘建钢代表常顺清总经
理和周利洪厂长以及厂尧分公司其他领导袁
向张亚凡表示亲切慰问袁 对他面对穷凶极
恶的盗窃分子勇敢顽强保卫国家财产的大
无畏行为表示敬意遥叮嘱他安心养伤袁争取
早日康复遥 电解铝厂领导陪同了看望遥

4 月 28 日晚袁张亚凡与几名护厂巡逻
民兵袁 在电解一车间一厂房发现盗窃分子
后袁分头进行包抄围堵遥 在抓捕中袁张亚凡
与持刀歹徒英勇搏斗袁不幸身负重伤遥公安
机关正全力追捕行凶歹徒遥 渊董建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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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野五一冶国际劳
动节袁 氧化铝厂近千名员工
坚守岗位袁 用辛勤的劳动确
保生产的稳定运行遥

在生产调度科袁 值班主
任唐建中忙着对生产进行指
挥协调袁 调度员朱道山则细
心地查阅生产报表遥 节日的
第一天袁一尧二溶出车间生产
平稳袁进料量分别保持在430
和420立方米/小时遥

为了保持烧结法的高产
势头袁检修五站7名员工连续
奋战8小时袁 更换了2号溶出
磨磨损的压条袁使3台磨全部
投入生产运行袁 下料量提高

到150吨/小时遥
烧成1号窑已连续运行

近200天袁节日将停窑更换耐
火砖遥 炉

修车间的员工们放弃休假袁将
130多吨耐火砖搬到了烧成窑
生产现场遥

氧化铝提产改造项目之一
的常压脱硅槽建设现场袁 三个
大型槽已接近完工袁 施工单位
正在现场加紧工程收尾的工
作遥 (姜文卓)

本报讯 野五一冶劳动节袁在
电解铝厂各个岗位袁 员工们辛
勤工作袁 用汗水和力量展现劳
动的美袁劳动的光荣遥

精铝厂房热浪撩人袁 车间
员工冒高温精心加料尧舀铝遥精
铝产量正在恢复遥 供电主控室
严谨尧整洁袁运行人员密切注视

电流情况和机组
工作状态遥

在 电 解 厂
房袁 出铝换极紧
张有序袁 车间领
导和员工一起操
作遥 节日当天上
午袁 电解四系列
正在进行双换极
作业袁 这是该厂
首次推行的新操
作方法遥 当班工

人顶高温捞块尧换极尧加料袁工
作服汗湿至腰间遥 为保证每天
900余吨原铝的消化任务袁铸造

车间坚持白班双机生产遥 高附加
值产品的生产马不停蹄遥 全厂生
产畅通无阻遥 (廖潇蕾 杨柳)

本报讯 野五一冶节期间袁热
电厂生产秩序井然袁 广大员工
坚守岗位袁辛勤劳动袁保证了平
稳供汽和可靠供电遥

各生产车间认真抓好锅炉
设备运行维护袁精心操作袁确保
蒸汽的温度尧压力均衡稳定袁为
铝氧生产提供稳定蒸汽遥同时袁
抓好汽轮机发电机运行监视和
调整袁确保节日期间多发电遥他
们合理组织和调整主变运行方
式袁 确保平稳地为氧化铝生产
和节日居民供电遥

(许正权)
本报讯 野五一冶劳动节袁碳

素厂生产现场秩序井然袁 员工
精神饱满袁 处处呈现出一派繁
忙的景象遥

为了使五月份的生产顺
利袁 各生产车间袁 辅助车间和
机关科室紧密配合 袁 努力消
缺遥 厂领导深入现场解决生产
难题袁 当班员工勤于工作袁 精
心操作袁 扎扎实实抓好提质增
效工作袁 千方百计提升阳极的
一级品率和阴极合格率袁 降低
物料消耗遥

(索绍愚 )

五一节院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工作 本报讯 4月27日袁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尧省作家协
会主席汤保华尧贵州省企业决策研究会秘书长尧山花杂
志主编何锐尧贵阳市作协主席尧花溪主编袁政谦等到碳
素厂袁与该厂领导共同探讨企业文化建设遥

会上袁碳素厂厂长张衡尧党委书记罗毅介绍了该厂
企业文化建设情况遥 极地文艺沙龙理事长姚胜祥汇报
了沙龙活动及办刊情况遥 省市文联领导对该厂的企业
文化建设和叶极地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遥

汤保华说袁 碳素厂如此看重职工文化和企业文化
建设袁为员工搭建各种施展其才华的平台袁着实让人感
动遥他希望叶极地曳更好地开展活动袁使叶极地曳内容更全
面袁 更精彩遥 有全国十大名编之称的何锐先生说袁叶极
地曳形式活泼袁立足企业袁展示了碳素员工昂扬向上的
精神面貌袁是一本很棒的企业内刊遥

省市文联的苑平玉尧袁政谦尧苑平玉尧戴冰以及分
公司企业文化部厂党委宣传部负责人也在会上讲了
话袁对碳素厂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提出好的建议袁
表达了美好的祝愿遥 (王冰棱)

省市文联与碳素厂共话企业文化建设

本报讯 4月份袁 氧化铝厂克
服困难袁拜尔法保持稳产高产袁烧
结法日产达到576吨袁创历史最好
水平遥全月完成成品氧化铝82329
吨袁超月计划2.9%袁前4个月累计
完成325087吨遥 完成实产氧化铝
82507吨 袁超月计划 3.1% 袁前 4月
累计完成325611吨遥 (姜文卓)

本报讯 4月份袁 电解铝厂生
产形势继续保持好势头遥 全月完
成交库铝锭28108吨遥 其中袁完成
高附加值产品6309吨袁 电流效率

92.87%袁 直流电单耗13248wh/t遥
铝锭质量 99.7%以上品率保持
100%遥 (杨柳 廖潇蕾)

本报讯 4月份袁 碳素厂共生
产阳极制品18800吨袁其中组装块
14300吨尧外销块4500吨遥 阴极制
品810吨遥顺利完成四月份的生产
任务遥 (索绍愚)

本报讯 4月份袁 热电厂累计

生产蒸汽45.1万吨袁 完成发电量
3654万kwh袁 转供电5007万kwh遥
发电量和转供电分别为月计划的
112.43%和102.2%遥 (许正权)

本报讯 截至4月28日袁 石灰
石矿累计完成月度供矿 3.35万
吨 袁为计划的 1124.21% 袁采剥总
量 5.11万 吨 曰 产 品 一级 品 率
100%曰 技术经济指标控制良好袁

实现月安全生产目标遥 (刘宏飞)
本报讯 4月份袁 动力厂克服

困难袁圆满完成了当月生产任务遥
全月供风0.6亿立方米袁 供水180
万立方米袁供蒸汽3.6万吨袁转供
重油2000吨袁保证了电解尧碳素厂
生产需求 袁 完成质量技术指标
100%遥 (李喜祥)

本报讯 四月份袁机械厂完成
高锰钢尧氧化铝备件尧电解定容下
料器等机械产品产量506吨袁超本
厂自定计划22吨遥 (王丽萍)

各单位完成 4月份生产任务

氧化铝厂员工刘永轶日前被评
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岗位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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