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11月1日 第 45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 陈关链

1997 年 12 月贵州铝厂第三次党
代会召开以来袁厂纪委始终围绕企业
发展中心工作袁 牢固树立服务意识袁
积极主动履行纪检监察职责袁将惩防
体系建设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之中袁不
断在廉洁经营尧规范管理上下功夫 ,为
企业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稳定提供
了强有力的纪律保证遥 2005 年袁贵州
铝厂纪委监察室被评为中铝公司纪
检监察工作先进集体遥 2006 年袁贵州
铝厂纪委监察室被中铝公司党组纪
检组推荐为国务院国资委纪委纪检
监察工作先进集体遥
健全机制 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 促进企业健康和谐发展
认真制定了叶中铝贵州企业建立尧

健全教育尧制度尧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五大机制实施办法 渊试
行冤曳袁按照责任尧保障尧考核尧预控四项
工作机制使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有
效融合遥 改制后为适应新的管理体制袁
厂纪委及时修订野两抓三制冶规定袁制
定了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办法渊试
行冤曳和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办
法渊试行冤曳遥 每年与各二级单位党政领
导尧机关处渊部冤室负责人签订叶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书 曳袁按照野谁主管尧谁负
责冶的原则袁把责任制具体落实到各级
领导班子袁量化到领导班子成员, 细化
到部门袁形成了一级抓一级袁层层抓落
实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网络遥

组织落实了 叶中国共产党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曳尧叶关于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

若干规定 曳尧 野四大纪律 冶 野八项要
求冶尧野三个不得冶尧叶国有企业领导人
的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曳以及叶中国铝
业公司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渊试行冤曳遥 结合企业实际袁重新修订
了贵州企业野八条十四不准冶袁实行
领导干部廉洁承诺制度袁 加强了对
廉洁自律履行情况的监督检查遥

先后开展了领导干部个人住
房尧通信尧汽车豪华装修尧投资入股
煤矿尧领导干部入股持股 尧矿石整
顿秩序的专项清理以及配偶子女
从业情况登记遥 坚持领导干部重大
事项报告制度尧 个人收入申报制
度尧收受礼金及有价证券登记制度
和业务招待费向职代会报告等廉
政制度遥 坚持民主评议领导干部袁
完善述职尧述廉 袁对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袁组织开展专
题民主生活会袁进一步增强了领导
干部廉洁从业的意识遥 企业党内监
督 尧职能部门监督尧群众监督三种
监督渠道独立运行尧 各有侧重袁优
势互补 袁形成了全方位尧全过程的
风险控制和权力监督机制遥

近年来袁厂纪委始终坚持教育尧
预防为主的原则袁 把对党员干部的
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常
抓不懈遥 开展了党纪条规尧艰苦奋斗
和廉洁从业教育袁 形成了党委统一
领导袁纪委组织协调袁基层党组织各
负其责的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机
制遥 把以权力观为重点的野六观冶教
育袁 作为改造党员领导干部主观世
界的中心环节袁常抓不懈曰把野三讲冶

教育 尧野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尧野四大纪
律冶尧野八项要求冶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必
须长期遵循的政治任务袁 纳入议事日
程曰 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尧野八
荣八耻冶教育尧野四个珍惜尧四个防范冶
教育和警示教育尧 党纪条规教育作为
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的必修课遥 相
继开展了野两条例一纲要冶知识测试尧
廉洁从业演讲比赛尧 党内法规知识竞
赛尧唱廉政歌曲尧领导干部廉洁从业党
课交流尧家庭助廉座谈会尧服刑人员现
身说法尧预防职务犯罪讲座尧廉洁文化
书画摄影展等项活动袁 活跃了廉洁教
育的形式遥

九年来袁 共组织党课教育 2472
场袁理论研讨班 398期袁电化教育和廉
政报告 1034 场袁 党风廉政知识竞赛
155场曰参加各级党纪政纪条规学习考
试 14865 人遥 厂纪委荣获中纪委举办
的反腐倡廉漫画作品比赛优秀组织
奖遥 在中纪委开展的反腐倡廉歌曲创
作和评选活动中袁 有多首创作歌曲获
奖遥 在中铝公司举办的野廉洁之声冶演
讲比赛和野建设廉洁文化尧促进廉洁从
业冶书画摄影展中分别获得演讲尧书画
作品等各类奖项遥 丰富的教育内容融
入到多彩的廉政文化之中袁 弘扬了正
气袁促进了企业内部的健康发展遥
注重信访和案件查处工作
维护党纪政纪的严肃性
纪检监察部门对所有受理的信

访件袁都能做到及时调查处理袁信信有
答复尧件件有结果遥 对群众反映的热点
问题袁认真核实尧积极协调尧化解矛盾袁

积极主动为领导和群众排忧解难袁并
注重通过党风廉政监督员尧 特邀监督
员袁掌握员工思想脉搏袁对敏感问题做
好重点防范袁对党员尧干部存在的违纪
苗头袁采取廉政谈话尧诫勉谈话尧廉政
说明书等形式给予预警遥

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始终把查处
贪污受贿尧损害企业利益和以权谋私尧
侵害职工利益的案件作为查办案件的
重点袁坚持有信必查袁找准群众关心的
热点问题袁及时发现案源袁依纪依法做
好信访举报受理工作袁 正确把握政策
界限袁严肃查处违纪问题袁震慑违纪违
法行为遥 与此同时袁坚持把做好对违纪
人员的教育贯穿于案件查处全过程袁
注意克服单纯办案思想袁 努力提高信
访和办案工作的综合效益遥
加强制度建设 强化效能监察
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近年来袁厂纪委尧监察室主动加

强与职能部门的沟通袁对重点部门派
驻联络员袁实行重点部门纪检监察联
系制度遥 根据改制后的实际需要袁制
定了 叶废旧物资监督管理办法曳尧叶物
资采购监督管理办法曳和 叶招投标监
督管理办法曳遥 全过程参与了四期电
解铝尧碳素环境治理工程以及 120 万
吨氧化铝技改工程等几百个项目的
招标监督工作袁并做到了及时发现问
题袁解决问题袁形成了职能部门监督
与专门监督的有效融合遥

改制后 ,厂纪委尧监察室一直把效
能监察作为完善预防腐败体系的有
效措施遥 先后将碳素厂改质沥青尧分

公司废旧物资回收以及热电厂锅炉主
煤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做为总厂级
项目进行立项袁 开展效能监察遥 九年
来袁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共立项 203 项袁
结项 187 项袁提出监察建议 275 条袁建
立和完善制度 295 项袁 取得了增加经
济效益袁 为企业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
的良好效果遥
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提高纪检监察干部整体素质
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任务 袁贵

州企业各级党组织按照中组部尧 国资
委 叶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
作的意见 曳袁适应体制需要 袁调整和完
善了纪检监察机构袁加强专尧兼职纪检
监察队伍尧党风廉政监督员尧特邀监察
员队伍建设袁 形成了纪检监察工作网
络遥 厂纪委尧监察室先后派出专尧兼职
纪检监察干部 39 人参加中纪委以及
中铝公司纪检监察业务培训袁 认真学
习经济 尧法律 尧财会等方面知识袁提高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袁 确保纪
检监察工作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 袁在
继承中发展袁在巩固中深入袁在融入中
加强袁在创新中提高遥

全面履行纪检监察职责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贵州铝厂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纪检工作回顾

贵州铝厂纪委

厂和分公司完成区九届
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 为营造企业
文化氛围袁 给职工及家属
以美的享受袁 陶冶精神情
操袁 房地产管理中心于近
日在游泳馆旁举办贵州铝
厂第十二届金秋菊展袁展
期一个月遥
此次菊展共展出菊花

两万余盆袁140 多个品种遥
这些菊花凝聚了绿化卫生
站职工的心血遥 她们辛勤
耕耘袁 精心培育的菊花千
娇百媚袁争奇斗艳袁为铝城
增添靓丽景色袁 前来观赏
的人络绎不绝 , 菊展受到
职工群众及家属的好评和
欢迎遥 (王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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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过六天紧锣
密鼓的赛事袁10 月 28 日 ,中
铝贵州企业"热电杯"羽毛球
比赛圆满落下了帷幕遥

此次比赛荣获女子单打
第一名的是毕明静尧 第二名
张书健尧第三名王晓雪遥荣获
男子单打第一名的是何群尧
第二名蒙波尧第三名张勇遥荣
获女子团体第一名的是运输
厂尧第二名电解铝厂尧第三名
热电厂尧轻研所遥荣获男子团
体第一名的是运输厂尧 第二
名电解铝厂尧第三名热电厂尧
碳素厂遥 荣获体育道德风尚
奖的单位是华阳碳素代表
队遥 渊白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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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袁10 月 27 日袁 氧化铝厂组织各车
间主任尧书记尧科室主管尧管理人员等
100 多名干部袁召开了首次 野读书思
廉冶学习交流会遥

参加会议的车间主任 尧 党
支部书记尧 科室主管作了交流发言遥
他们畅谈参加读书思廉活动的学习
体会袁 交流了开展读书思廉活动的
经验遥 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赵思
青对今后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了
安排部署遥 厂长王奎尧 党委书记尹
平要求广大干部通过读书思廉活动袁
加强学习袁 规范从业行为袁 构筑反
腐败防线 ,切实树立起廉洁从业袁 服
务企业的思想观念袁 促进生产的发
展遥 渊安丽欣 赵光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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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电解铝厂召
开党支部书记工作会袁 认真总
结前三季度的党建工作遥

今年以来袁 电解铝厂党委
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袁 围绕生
产中心袁 着力抓好四好班子建
设袁 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尧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保垒尧 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进行了
探索遥 为把党建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 袁 该厂党委加强联系群
众袁 密切党群尧 干群关系袁 认
真开展党支部绩效管理检查活
动遥 在前不久保槽抢险中袁 各

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保垒袁 广大
党员带头冲锋上阵袁 为抢险赢得
了宝贵时间遥

会上袁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
记刘宽明对四季度纪监工作提出
了要求遥 党委书记王润平总结了
前三季度党建工作遥 渊杨柳冤

电解总结前三季度党建工作

本报讯 近日袁 工贸
总公司工会举办基层工会
干部培训学习班遥 各分公
司工会主席和工会委员共
20 余人参加了为期一天
的学习遥 渊姜志勇 龚凤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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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近日袁 贵州铝厂工会主席陈刚到省级模
范职工之家电解铝厂工会检查工作袁 对该厂建
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袁 并希望他们向国家级模
范职工之家看齐遥 杨 滨 摄

悠为激发员工主人翁意识和敬业爱岗精
神袁碳素厂一组装车间坚持每天上岗前宣誓遥 这
是该车间生产三班在班前会后进行宣誓遥

肖书友 摄
忧为做好青年岗位职业生涯导航计划的宣

传活动,机械厂金工车间团支部组织团员出版了
专题板报遥 段 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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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6 日袁 第 35 选
区氧化铝厂组织完成了区九届人大
代表选举工作遥

早上 8 点半袁该选区 3790 名选
民按选举程序袁 在分厂和各车间设
立投票会场袁组织员工进行投票遥整
个选举过程公平公开袁 参选员工投
出了自己神圣的一票遥

渊赵光宇冤
本报讯 10 月 26 日袁37 选区人

大代表投票选举工作在电解结束遥
该选区为确保选举顺利进行袁

利用黑板报尧 宣传栏等形式对选举

法进行宣传遥 为使选举投票工作万
无一失袁 该厂及早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遥当日袁选区组织选民在各投票点
进行了投票袁参选率达 95%以上遥

渊杨柳冤
本报讯 10 月 26 日 袁38 选区

碳素厂尧 物流配送中心完成了区第
九届人民代表选举工作遥

当日上午袁 设在碳素厂办公楼
的第 38 选区投票主会场上在职员
工尧内退尧退休职工纷纷赶来参加投
票遥 该选区共有 2530 人参加了投
票袁投票率达 98.8%遥 渊王冰棱)

本报讯 36选区热电厂尧 计控厂
和铝工业设备制造厂于 10 月 26日完
成了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遥

参加选举会的应到选民 2015 人袁
经过总监票人尧 监票人尧 总计票人尧
计票人尧 选举工作人员投票袁 选民依
次投出了自己神圣的投票袁 顺利完成
了选举工作遥 渊白冰冤

本报讯 10 月 26 日袁 第 39 选区
完成了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遥
早上 8 时 30 分袁 大会正式开始遥

机械厂尧 炉修厂尧 动力厂尧 华新公司
等三个投票站同时进行投票选举遥 经

统计袁 39 选区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
共有 2234 人 袁 参选率达到 98.8豫 袁
选举圆满成功遥

(王丽萍)
本报讯 10 月 26 日袁 房产中心

选区进行了区人大代表选举投票遥
房地产中心尧 服务中心尧 工贸总

公司尧 型材厂尧 华颐公司尧 华阳碳素
公司尧 建筑公司等七个单位 2000 余
名符合选举条件的选名行使自己的权
利袁 参加选举投票遥 选举结果当日向
选民张榜公布遥

渊王仙能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