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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
六中全会精神袁以优异成绩迎接厂
四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袁充分展示
常书记提出 "坚持互动双赢 袁建设
和谐贵铝 "指导思想一周年以来的
成果袁经厂工会研究袁决定在 11 月
24 日举办中铝贵州企业 " 和谐贵
铝袁美好家园"书画摄影作品展袁现
向广大职工和离退休渊内退冤职工尧
家属征稿遥
一尧作品要求院

1尧书法作品包括毛笔尧硬笔以
及其他书法形式等遥 书体不限袁行
草尧篆书附释文袁篆刻作品四方印

拓以上袁作品尺寸六尺宣内袁竖式
为宜袁需装裱遥

2尧中国画不少于四尺宣袁需装
裱遥 油画尧水彩尧水粉尧版画最大不
超过 180 厘米伊180厘米渊含框冤遥

3尧摄影作品袁作品风格不限 袁
黑白尧彩色均可遥作品入选后袁制作
尺寸再行通知遥
二尧 截稿时间院2006年 11 月 10日
渊摄影作品为 11 月 5 日冤
三尧投稿地点院
贵州铝厂宣教文体部渊贵铝文化宫
四楼冤遥 电话院4897075

贵州铝厂工会

书画摄影展征稿启事

本报讯 10月 20 日下午 , 厂纪委
厂工会在文化宫召开中铝贵州企业"
建设廉洁文化袁促进廉洁从业 "职工
书法美术摄影展总结表彰会遥 工会尧
宣传部尧 企业文化部等部门的负责
人袁以及"建设廉洁文化袁促进廉洁从
业 " 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组委会委
员尧获奖者尧各部分二级单位纪监尧工
会负责同志 60多人参加了会议遥

厂工会主席陈刚出席会议袁并受
厂党委书记尧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和
厂长周利洪的委托袁向在本次活动中

取得优异成绩的各位爱好者表示热
烈的祝贺浴

本次展览活动从 4 月 6 日征稿
至 5 月 10 日截稿袁 共收到作品 158
件遥经过认真筛选袁从中精选 32件优
秀作品参加中国铝业公司的展览评
奖活动袁获得一等奖 1 个 袁二等奖 3
个袁三等奖 5 个袁优秀奖 15 个的好成
绩遥 会上袁表彰了取得优异成绩的杨
森武尧李臣智尧肖春生尧张林等同志袁
向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遥

渊张 义冤

建设廉洁文化 促进廉洁从业

厂纪委厂工会召开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表彰会

本报讯 10月 17日上午袁受厂党
委书记尧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尧厂长

周利洪的委托袁工会主席陈刚及副主
席许晓桥带领总厂工会有关人员和

塔山分局干警一行 7
人袁到贵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看望 10月 13
日因公负伤的民警
李庆生袁对他恪尽职
守袁 保护国家财产袁
与盗窃分子做英勇
斗争的精神袁表示崇
高的敬意和诚挚的
慰问袁并向他赠送了
鲜花和慰问金遥

渊张义文/摄冤

陈刚慰问负伤民警李庆生

一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袁推动创新
工作与时俱进

改制以来的近 5年时间袁我们紧紧
抓住十分宝贵的战略机遇袁克服了重重
困难袁付出了艰苦努力袁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业绩遥 贵州分公司氧化铝产量实现翻
番袁从 2001年的 51万吨发展到今年的
100 万吨曰电解铝产量大幅跨越袁从 2001
年的 22万吨提高到今年的 35.8万吨曰
随着四期电解铝的达产达标和 120万吨
氧化铝项目的建设推进袁每年 40万吨电
解铝和 120万吨氧化铝的目标指日可
待遥 5年来袁分公司共生产了 400万吨
以上的氧化铝袁130万吨电解铝袁实现销
售收入 200亿元以上袁实现利润 40亿元
以上袁上缴税金 20亿元以上袁投资达 40
亿元以上袁5年来的成效超过了改制前
的几十年袁相当于"再造一个贵铝"遥 这
样的成绩袁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遥 与此
同时袁贵州铝厂在改革转制后的新形势
下袁积极按照"服务主业求生存袁配套主
业求发展"的思路袁转变观念袁艰苦创业袁
继 2005 年实现扭亏为盈后袁今年 8月
21日 10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奠基建
设袁开辟了发展新路袁增强了发展后劲袁
拓展了效益空间遥

发展是第一要务遥 不发展或者发展
缓慢袁都必将被市场无情地淘汰遥 我们
强调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袁就是要走科技
含量高尧经济效益好尧资源消耗低尧环境
污染少尧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遥 如何结合企业的实际
情况袁在生产快速发展袁创造更多社会财
富的同时袁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企业袁实
现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袁则是需要通
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工作来完成的责
任重大尧意义深远的任务遥

所以袁我们一定要增强创新的紧迫
感和责任感袁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创
新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一以贯之抓创新,
一心一意谋发展 ,以"励精图治袁创新求
强"的企业精神袁勇于应对摆在我们面前
的各种挑战,努力战胜阻挡我们前进的
重重困难 ,以全方位的创新观念袁大无畏
的创新精神,来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袁不
断开拓我们的事业遥

二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袁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

厂和分公司制定了未来几年管理和
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及具体工作目标袁并提出了重点工
作措施遥 我们一定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袁根据长远发
展的需要袁瞄准国际铝工业科技前沿袁高起点尧高速度袁通
过原始创新尧集成创新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三
个方面的良性互动袁努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袁占领

国内铝工业"排头兵"的地位遥
一是要加大原始创新力度遥 在这次大会上受到表彰

的"强磁场中铝母线焊接新工艺研发"尧"GS-5高石墨质阴
极碳块开发"尧"铝电解 TAP 精准控制技术开发与应用"等
新工艺尧新技术尧新产品袁都是我们本着人无我有尧人有我优
的创新精神袁成为国际或国内首创的重大成果遥 在今后的
发展中袁我们必须加大原始创新力度袁形成自己的专有技术
和核心技术遥
二是要加快推进集成创新遥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铝

土矿磨制工艺及装备创新技术"尧"新型高效铝酸钠溶液精
滤机开发应用"和"铝电解物料储运及烟气净化管控一体化
综合系统开发"等创新成果袁体现了集成创新的优势遥 我们
要大力增强集成创新能力袁实现关键领域和关键技术的突
破袁带动产业发展遥

三是要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遥 我们必须在
加大更深层次的技术引进及开辟更广泛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的基础上袁进一步完善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机制袁
加快形成技术和知识的再创新成果袁推进重大装备国产化袁
逐步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袁促进产业技术水平的
提高遥

与此同时袁要坚持实施"管理固企"战略袁进一步提高管
理创新能力遥 在本次大会荣获管理创新一等奖的"以节能
降耗为中心的能源管理模式"尧"财务集中管理体制下班组
成本精细核算模式的创建"等成果袁正是通过学习应用国内
外现代化的管理理论尧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袁有效地推动了
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遥 厂和分公司各单位各部门要围绕生
产经营袁针对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制约瓶颈袁把握好管理创
新工作的科学性尧先进性尧可行性和效益性袁选准课题袁全力
攻关袁推动企业管理创新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这几年袁我们的创新投入逐年提高袁仅 2006年分公司
的科研经费就达到了 13697万元袁为创新工作的有效开展
提供了强力支撑遥 到 2010年袁总部每年的科技投入将达到
销售收入的 3豫袁而且投入的重点要放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和提高持久赢利能力上来遥 厂和分公司要抢抓机遇袁努力
争取总部重大专项及其子项项目的承担权袁尽快获得技术
突破和实现产业化袁优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遥 同时袁要加快
实施有关建设资源节约型和创新型企业的重大项目和前沿
技术袁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尧装备水平和控制水平袁增强竞争
力袁巩固提高企业的战略地位遥

三尧加强成果产业化和知识产权保护袁形成创新工作的
良性循环

厂和分公司一直非常重视成果的产业化工作袁随着自
主创新的"氧化铝管-板式降膜蒸发技术及装备开发应
用"尧"电解铝液直接铸造成铝及铝合金大截面扁锭和圆锭"
等一大批行业标志性尧重量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及推广应
用袁贵州分公司在提产提质尧降本降耗尧提高工艺装备和自
动化控制水平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袁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大
幅提高遥 贵州铝厂积极开发新产品袁优化工艺技术袁生产
的"变压吸附专用吸附剂"尧"低成本铁合金阴极碳块"等产
品和"三网合一网络平台"袁有效增强了存续企业的市场竞
争力遥 几年来袁我们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率均在 90%以上袁
仅 2006年科研经费中袁成果产业化方面的投入就占了总经
费的三分之二以上遥

创新是一种市场行为袁要注重投入产出渊下转第四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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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25日下午袁 贵州铝厂贵州
分公司第三次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大会在贵铝
影剧院隆重召开遥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厂
和分公司的技术和管理创新工作袁 表彰一批
已经转化并创造效益的成果和科技工作先进
单位尧集体和个人袁安排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
任务袁动员广大科技人员和全体职工袁提高创
新能力袁为企业持续快速发展多做贡献袁为打
造创新型企业而努力奋斗遥

厂和分公司领导常顺清尧 周利洪尧 曹跃
清尧柳健康尧黎云尧陈刚尧谢青松尧刘建钢尧邹善
能袁省企业家协会尧企业联合会会长吴荣启出
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遥厂尧分公司科学
技术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就座遥 常顺清在会
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遥黎云尧谢青松分别作技术
创新和管理创新工作报告遥

大会由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主持遥

受常顺清
总经理委托 袁
贵州分公司副
总经理黎云作
了题为 叶立足
自主创新 尧加
快科技进步 袁
为打造创新型
企业而努力奋
斗曳 的技术创
新工作报告 遥
报告回顾总结
了 2004 年 以
来厂和分公司
的技术创新工
作袁 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科技工作指导思想
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袁 以及五项重点工作和

主要措施渊技术
创新工作报告
另发冤遥

受常顺清
总经理和周利
洪厂长的委托袁
贵州分公司副
总经理谢青松
代表厂和分公
司做题为叶依靠
科技进步尧强化
管理创新袁全面
推进创新型企
业建设打造野百
年老店冶曳 企业

管理工作报告遥 报告回顾总结了两年来企业的
管理和管理创新工作袁 提出了今后两年企业管

理创新工作的指导思想尧 工作目标和具体安排
及要求渊管理创新工作报告另发冤遥

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建钢尧 贵州铝厂副
厂长邹善能尧曹跃清尧贵州铝厂工会主席陈刚尧
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康先后宣读了厂和分
公司关于表彰奖励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尧 技术改
进成果和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袁以及 20
名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技术能手的决定遥

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乐曲声中袁 先进单
位先进集体代表和 20名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
作者技术能手登上主席台接受领导的颁奖遥

吴荣启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中铝贵州企业
在创新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为贵州社会经济发
展所作出的贡献袁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遥

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
顺清发表了重要讲话遥 他代表贵州铝厂和贵州
分公司袁向获得表彰奖励的先进渊下转第四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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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管理创新成果和创新工作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以及 20名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技术能手受到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