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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季度热电厂工
会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了 野三
降两提高袁 创建节约型企业 冶
劳动竞赛活动袁 经过全体员工
的共同努力袁 取得了创效 100
万元的好成绩遥

该厂开展的 野三降两提
高 袁 创建节约型企业 冶 活动
中 袁 野三降 冶 是指降本 尧 降
耗尧 降费遥 野两提高冶 是指提

高综合效率和提高业务管理水
平及工作效率遥 活动中袁 共收
到各车间拟定的活动方案 10
个 遥 有 10个车间 尧 3个科室 尧
11个班组参赛袁 140人参与了
24个项目的改造尧 修复工作袁
开展了系列围绕生产中心袁 结
合实际的活动 野追求卓越百分
百活动冶 和设备操作无事故尧
百日操作无差错以及温度尧 压

力等小指标竞赛活动遥 其中袁
汽机车间和装备工程科联合开
展的1号尧 3号汽轮机轴改造竞
赛袁 节支6万元遥 供电车间三
个班组对10号炉真空断器小车
开关进出联锁机构进行改造袁
7号尧 8号发电机滑环碳刷再利
用袁 649电抗引出母线增容改
造等竞赛 袁 节约费用 3.74万
元 曰 水化车间开展的防树脂

失袁 在新老系统阴尧 阳床加装
涤纶网套的竞赛 袁 节约费用
4.16万元 曰 大修车间开展的 2
号锅炉中心风管的修复竞赛袁
节约检修费1.08万元曰 燃运车
间开展的A号破碎机对辊补焊
竞赛袁 节约资金20万元遥 各车
间尧 班组开展的修旧利废活动
共创效65万元遥

(白冰)

热电厂一季度劳动竞赛创效 100万元 碳素厂检修一站的
焊工在作业时袁都随身带
一只小桶袁焊头使用大于
2.5公 分的留待 下次 再
用袁小于2.5公分袁则放到
桶里袁最后用焊头换取新
焊条遥 这样做既消除
了现场由于焊头乱扔
可能造成的安全隐
患袁保持了环境清洁袁
更促进了节约遥 2005
年一成型车间在产量
和检修量与上年基本
相同的情况下袁 仅焊
条消耗就比上年减少
110公斤 袁 节约经费
6000余元遥 机修车间
以往修大电机用的绝
缘边角料往往当作废
品丢掉袁 开展班组成
本管理以来袁 电工班
的员工把这些绝缘边
角料重新用在了小电
机制修理上袁 节约了
检修费用遥

在产品性能 尧质
量日益趋同的今天 袁
价格已成了市场竞争
胜负的决定性因素遥而价
格的降低又必须由成本
和消耗的降低来支撑袁降
本势在必行遥

然而袁降本降耗除了
在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创

新改进有大动作外袁 很大
程度还必须在小的方面有
所作为袁 因为任何事物的
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 袁只
有量的积累超过一定界
限袁才能达到质的变化遥

荀子说院野不积跬
步袁无以至千里曰不积
小流袁无以成江海遥 冶
麦当劳总裁弗雷德窑
物纳说院野我们的成功
表明袁 我们竞争对手
的管理层对下层的介
入未能坚持下去 袁他
们缺乏对细节的深层
关注遥 冶可见袁大到国
家治理袁 小到企业动
作尧班组管理袁都要注
重细节遥 对细节完闰
美的无限追求袁 已经
成为事业成败的决定
因素遥

近日袁 社会主义
荣辱观的学习和实践
正在全国各地兴起袁
我们在认真领会 野八
荣八耻冶 的精神实质
的同时袁 继续以艰苦

奋斗为荣袁 像碳素厂检修
一站的焊工们一样袁 从我
做起 袁 从身边小事做起 袁
大兴节约之风袁 人人都做
创建节约型企业和净化社
会风气的实践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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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本报讯 今年以来袁电解铝厂35

个党支部在党委的安排部署下袁紧
紧围绕生产大局开展支部建设袁认
真落实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长效机
制袁纷纷开展党员大讨论尧党员立功
竞赛尧党员义力奉献日等活动袁用实际
行动迎接该厂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遥

按照贵州铝厂党委的部署袁该
厂党委一方面认真筹备党代会前期
准备工作袁分厂党委书记尧副书记深
入基层袁与党员尧员工谈心交流袁了
解党支部工作的成绩和效果袁 了解
员工群众对党员尧对党员干部尧对班
子成员的满意度和信任度遥 一方面
号召全体党员立足本职袁 以电解铝
厂党员先进性 野坚定信念袁 勤奋学
习袁努力工作袁严守纪律袁一流业绩袁
群众满意冶的具体要求袁掀起带头学
习尧带头工作尧带头创新尧带头奉献

的活动高潮袁 用实际行动迎接党代
会的召开遥

一段时间以来袁 各支部以先进
性活动长效机制的运行尧 党支部换
届选举尧党员代表选举尧野主题活动冶
的开展等为载体袁 进一步增强了党
员的责任意识尧大局意识遥供电四车
间尧电解五车间党支部组织党员尧积
极分子开展维护设备竞赛平稳生
产尧回收脏料降低消耗袁电解工艺研
究室的党员们日夜奋战在槽控机改
造调试运行第一线袁 用自己的真才
实学为电解野双降冶工作贡献智慧袁
电解六车间党支部野十好冶党小组评
比袁 大大促进了作业组工作质量的
提高遥电解600多名党员用实际行动
展示了党员的形象遥 (廖潇蕾)

电解厂党员实际行动迎接党代会本报讯 4月21日袁 石灰石矿
党委组织该矿中心学习组开展社
会主义野荣辱观冶的学习与讨论袁
全体班子成员和各支部书记参加
了活动遥 (刘宏飞)

本报讯 为使团员青年树立
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遥近日袁机
械厂团委组织全厂团员青年开展
野八荣八耻冶学习尧讨论活动遥

(徐丽)
本报讯 近日袁 动力厂工会尧

团季开展了以野八荣八耻冶为主要
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幻灯教育
片展评活动袁 从而拉开了该厂以
野知荣辱 树新风 促和谐冶为主题
的系列学习教育活动的序幕遥

(曾丽艳)
本报讯 4月17日袁 电解铝厂

输送一车间召开会议袁 认真学习
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
荣辱观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并结合
车间尧班组实际生产工作袁组织党
员尧团员尧青年员工开展学习了讨
论遥 (唐兴兰)

本报讯 4月12日袁 电解铝厂
第二计算机室党支部组织员工深
入学习叶树立社会方义荣辱观曳学
习读本袁 并就如何树立社会主义
荣辱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遥

(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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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20日袁 工贸总公司
召开党支部书记会袁 安排布置党支
部换届选举工作袁 为即将召开的党
员代表大会做好相应的准备遥

根据贵州铝厂党委的统一安
排袁工贸总公司党委从4月25日起开
始在公司所属15个党支部开展换届
选举工作遥会上袁工贸总公司党委书
记乔广琪就党支部做好换届选举工
作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说明袁 要求
各党支部在工作中要充分发扬党内
民主袁执行民主集中制袁尊重党员的
民主权利袁精心组织袁周密安排袁认
真做好换届选举的组织工作和思想
政治工作遥 (龚凤凌)

工贸总公司安排布置
党支部换届改选工作

淤 日前袁碳素厂工会举办了野读一本好书尧
学一门技能冶书籍展览遥 (马博男摄)

于 4月 20 日袁 第一铝矿团委发出 野让阅
读好书成为时代风尚冶 倡议袁 得到积极响应遥
图为矿机关团支部袁 组织团员利用矿局域网认

真查询学习资料遥 渊 陈凤鸣)
盂 日前袁热电厂为提高员工素质袁组织了

一次汽机高级工培训遥 (许政权摄)
榆 4月19日袁 成型车间团员青年利用工作

间隙对成型机进行了除锈上漆遥 (骆科斌 摄)

随着 野创建学习型班组 冶
活动的深入开展袁 一项别开生
面的野轮流读报活动冶近日在电
解铝厂第一计算机室运行一班

应运而生遥 笔者因工作关系有
幸野旁听冶的两次 袁其中内容可
谓丰富多彩 袁有近期的 野两会冶
花絮 袁有 野3.15冶晚会的打假信

息袁还有诸如
野如何保证良
好的睡眠冶等
生活 及健 康
小知识遥活动
方式 也独 树
一帜袁由每位
班员 轮流 准
备至 少一 篇
有意 义的 文
章高声朗读袁
然后 开展 讨
论遥时间为半
小时左右遥

当 笔 者

问起此活动的创意来源时袁 该班
班长钟林泉无不得意地说是自己
的灵感加集体讨论后形成的遥 他
说由于计算机室工作性质的特殊
性袁 导致操作员和检修电工大多
数时间是在等事情做遥 如何在不
影响工作的闲暇之余来丰富活跃
工作气氛一直是他所思考的问
题遥 一次民管会中袁 班员无意的
一个读报举动触发了他的灵感袁
一经提议就得到全班响应遥 大家
认为这不仅能增长知识袁 提高语
言表达能力袁 还能促进相互间的
思想交流遥

看报是许多员工的休闲方式
之一 袁 然而 袁 现在的报纸版面
多袁广告量大袁若都能把自己觅到
的好文章与大家共享袁 确实能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遥

班班都有读报声
电解铝厂一计算机室运行一班开展“轮流读报”侧记

 胡 淳

本报讯 4月27日袁 电解厂48名
员工参加了今年的无偿献血袁其中袁
管郁军尧 杜建平两位同志已经是第
七次参加献血遥 (廖潇蕾)

本报讯 4月25日上午袁 服务公
司组织人员到厂医院进行了无偿义
务献血遥献血人员通过严格体检后袁
每人无偿献血200cc遥 (舒琦)

本报讯 4月26日袁 石灰石矿义
务献血员工在副矿长卢江的带领
下袁 来到贵铝卫生处参加了一年一
度的无偿义务献血遥 (刘宏飞)

本报讯 4月26日袁 碳素厂组织
60名员工来到贵铝卫生处义务献
血袁奉献出自己的爱心遥 (王冰棱)

无偿献血爱心浓浓

本报讯 连日来 袁石
灰石矿党委积极组织开展
社会主义野荣辱观冶的宣传
教育活动袁学习领会野八荣
八耻冶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刻的历史意义袁 并以此
为契机袁 不断推动企业文
化建设向更高境界发展 遥
各支部结合自身实际袁采
取不同形式积极响应袁将
活动推向高潮遥

该矿深刻认识到袁胡
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社会
主义野荣辱观冶的重要论述
极大的丰富和升华了人们
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
内容袁 是社会文明程度的
重要标志袁 也是企业文化
建设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遥
为此制定了宣教活动的具
体措施进行落实遥

活动以党委部署尧 指

导袁 支部尧 分会组织开展
为主遥 各支部通过组织党
员和员工学习 野八荣八
耻冶 和 叶人民日报曳 六篇
论社会主义 耶荣辱观爷 的
评论袁 支部书记尧 分会主
席结合实际工作和日常言
行讲解阐释遥 矿党委成员
按责任区划分分别到各基
层组织参加学习辅导袁 用
生动鲜明的实例逐字逐句
剖析袁 使员工们受到了深
刻的洗礼遥 据悉袁 该矿将
在厂党委的领导下袁 进一
步学习探索袁 采取更加丰
富尧 有效的形式袁 深入持
久的开展社会主义 野荣辱
观冶 教育袁 并以此作为精
神高地袁 推动企业文化建
设的不断发展遥

渊刘宏飞冤

石灰石矿用社会主义野荣
辱观冶引领企业文化建设

本报讯 近日袁华阳公
司工会积极配合生产运行
部袁组织公司各部门尧车间
狠抓圆园园远年防洪尧 防汛工
作袁 为今年汛期的到来做
好准备遥

该公司生产运行部在
分公司工会的协助下袁认
真吸取去年防洪尧 防汛工
作的经验和教训袁 结合实
际情况袁于猿月份适时制定
了公司野防洪尧防汛应急救
援预案冶袁 建立了防洪尧防

汛应急救援抢险机制遥 并
充分发挥生产运行部指
导尧监督及协调的作用袁针
对具体问题袁抓住重点袁组
织了三次防洪尧 防汛专项
检查遥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及整改过程袁 进行了全
程的指导和监督袁 消除了
多处隐患遥 截止到源月23
日袁该公司防洪尧防汛物质
的准备和沟渠的清理已全
面完成袁 并完善了抢险救
援队伍遥 渊陈达勇冤

华阳公司狠抓防洪防汛工作 本报讯 4月26日袁 碳素厂举办了
野建设廉洁文化袁 促进廉洁从业冶 书画
摄影展遥

95件书画摄影作品都是员工结合企
业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创作
的遥 作品体现了野八荣八耻冶的荣辱观和
野守法尧廉洁尧敬业尧诚信尧俭朴冶的廉洁理
念遥展厅内袁前来观看的领导和一线员工
络绎不绝袁 并对员工创作作品给予了高
度的评价遥该厂各车间党支部尧工会还专
门组织员工和管理人员进行了观看遥

(马博男)
本报讯 4月26日袁 碳素厂召开书

法美术协会成立大会遥 该厂党委书记罗

毅袁厂长张衡袁党委副书记尧工会
主席周继业参加了会议遥 该协会
继该厂摄影协会尧叶极地沙龙曳之
后袁应运而生袁为该厂广大书法尧
美术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展
示才华的平台遥

(马博男)
本报讯 4月18日袁二矿在该

矿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袁 启动
野建设廉洁文化袁 促进廉洁从业冶
书画摄影与文学作品征文活动袁
该矿书画摄影协会会员袁 各车间
主任 袁 党支 部书 记参加 了 会
议遥 (刘永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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