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 月 2 日在昆明市结束的
2006年度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
评审会上袁 贵州分公司选送的 叶GS-1尧
GS-5尧 GS-10铝用高石墨质系列阴极碳
块开发曳 喜获一等奖袁 分公司同时选送
的 叶强磁场中铝母线焊接工艺的研究开
发曳 等 6 个项目分获 3 个二等奖和 3 个
三等奖遥

GS系列产品与常规使用的半石墨质

阴极碳块相比袁 具有灰份低尧 导电性好尧
抗热震性高和抗钠浸蚀能力强的特点 袁
有益于提高电解槽寿命 尧 降低电耗和增
大电解槽单位面积产能 遥 国际众多的大
型电解槽正着手进行更新换代袁 向使用
高石墨质系列阴极碳块的方向发展遥 分
公司碳素厂 GS 系列产品开发成功投入
生产试验后袁 数据表明该系列产品的理
化性能均能达到预期目标袁 并优于法国

沙瓦公司同类产品要悦匀 系列产品的指
标袁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遥 该系列产品
大批量投放市场后袁 将使大型铝电解槽
内衬材料发生了突破性变化袁 取得可观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据悉袁 叶GS-1尧 GS-5尧 GS-10 铝用

高石墨质系列阴极碳块开发曳 获奖袁 是
此次获奖成果中碳素系列唯一的一等
奖遥 渊 张伟冤

分公司科技创新项目喜获殊荣

根据生产经营发展需
要袁 成立贵州铝厂铝型材
厂遥刘文强为贵州铝厂铝型
材厂副厂长 渊主持全面工
作冤遥孙钢士为副厂长渊兼冤遥
李中为副厂长遥

根据工作需要袁撤消中
共贵州贵铝华光铝业有限
责任公司总支部委员会袁成
立中共贵州铝厂铝型材厂
总支部委员会遥孙钢士任书
记遥

魏大明为贵州铝厂离

退休管理处处长袁任中共贵
州铝厂退休渊内退冤职工委
员会书记遥

田枢全为贵州铝厂建
筑工程公司总经理 渊正处
级冤遥

阮贵平为贵州铝厂工
贸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遥

撤消贵州铝厂工会生
产民管部袁成立贵州铝厂工
会生产劳保部袁 谢沙任部
长曰成立贵州铝厂工会民主
管理部袁汪雄任部长遥

机 构 人 事 动 态

同心同德，
开拓创新，以优
异成绩向四次党
代会献礼！

10 月 23 日袁厂工会主席陈刚来到电解铝厂电维三车间袁看望即将代表
贵州省参加全国第二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钳工专业比赛的技术能手封凌同
志袁勉励他要把握机遇袁赛出水平袁为贵州省为中铝贵州企业争光遥

渊杨滨 摄冤

本报讯 11 月 2日袁贵州
省经贸委副主任吴勇等一行
6人袁 在分公司副总经理柳
健康尧黎云等的陪同下袁到电
解厂四系列生产现场参观遥

下午 4 点袁 省经贸委客
人们来到电解四系列厂房
里袁 询问了解了生产情况遥
在大型电解槽旁袁 黎云向客

人介绍了设备装备水平和工
艺技术情况遥 随后袁 客人们
又来到铸造四车间袁 参观了
扁锭新产品遥 黎云还向客人
们介绍了贵州分公司铝产品
的品种尧 质量及销售情况遥
电解铝厂厂长龚春雷尧 党委
书记王润平也陪同客人们参
观遥 渊杨柳冤

省经贸委客人参观电解铝厂

本报讯 第二铝矿党委为党员搭建勤学习尧长
本领尧强素质尧创佳绩的平台袁在全矿党员中袁开
展野三个一冶活动袁让共产党员在矿山各个岗位
上袁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袁受到广大员工的
好评遥

二矿党委注重从提高党员素质入手袁不断增
强党员实践先进性的本领遥在开展野读一本好书尧
讲一次好党课袁提一条好建议冶活动前袁为每位党
员购买了叶自律要要要高效能员工自我管理核心教
程曳袁要求广大党员在生产经营尧基础管理尧技术
革新尧企业文化袁两个文明建设中争当先锋遥党委
专门为每位党员报销 30 元书费袁 全矿有 115名
党员购买了各种书籍遥各基层党支部也为党员购
买书籍袁组织党员进行自学遥党员们互相交流袁通
过座谈会尧交流会尧撰写学习心得体会尧上课等形
式袁展示自己的学习情况遥同时袁在党员中开展讲
一次好党课活动袁 通过党员一段时间的学习袁让
党员登台亮相 ,面向其他党员进行讲课遥 改变过
去支部书记上面讲袁底下党员听的现象 ,形成互
动式教育袁受到党员的欢迎遥围绕生产经营尧基础
管理尧技术革新尧企业文化尧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等
内容袁党委组织开展提一条好建议活动遥 目前已
收到党员们提出的 40 多条建议遥 通过开展党员
野三个一冶活动袁有力推进了学习型党员队伍的建
设袁使矿山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充满活力遥 渊唐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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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厂四次党代会袁11 月 6日晚袁 厂工会与服务
中心共同举办的中铝贵州企业野服务杯冶乒乓球赛在贵铝文
体中心开赛遥 厂工会主席陈刚参加了开幕式遥 渊舒琪 摄冤

近年来袁 碳素厂党委在贵州铝厂党委
的领导下袁与时俱进袁求实创新袁始终把党
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袁 坚持抓班子尧 抓制
度尧抓基层尧抓创建尧抓文化袁为碳素厂的改
革和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精神动
力袁取得了生产和党建工作的好成绩遥

加强党建工作袁 构筑坚强堡垒
碳素厂党委坚持把创建 野四好冶 班子

的工作放在首位 遥 两级班子成员求真务
实 尧 开拓创新 尧 团结奉献 袁 形成了顾大
局尧 树正气尧 懂经营尧 会管理的领导集
体遥 领导班子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袁 加强管
理人才尧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曰 坚持
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曰 不断加强员工素质
教育和培训力度袁 大大提高了全厂员工的
整体素质遥

针对上市公司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特
点袁 碳素厂党委把基层支部建设作为党建
工作的重点来抓遥 根据党支部绩效管理办
法袁 每季度对各党支部进行检查评比袁 增
进了相互间的交流学习袁 成为支部绩效考
核的新亮点遥

在分厂党委的领导下袁 各党支部围绕
生产中心 袁 积极探索党支部工作的新思
路袁 领导干部坚持 野双重组织生活会冶 制
度遥 今年 9月袁 该厂党委组织召开了党支
部书记经验交流会袁 会上发表的 叶怎样当
好党支部书记曳尧 叶努力提升文化力尧 激
活思想求创新曳 等论文袁 让支部书记们感
受很深袁 有力促进了党支部建设工作遥

如今袁全厂 78豫以上的党支部达到了优
秀党支部标准的要求袁 党员队伍不断壮大袁
党员已占全厂员工总数的 20豫遥碳素厂党委
多次被上级党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遥

狠抓思想建设袁 发挥模范作用
思想建设是党委工作中的重要任务遥

碳素厂两级党组织始终把学习党的方针尧
政策摆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首位遥 通过
学习袁 广大党员尧 干部和员工坚定了理想
信念袁 为碳素厂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思想基础遥

为搞好员工思想建设袁 碳素厂党委制定
并坚持执行发展党员责任追究制度尧 员工思
想分析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袁 开通了领导干
部接待日尧 员工座谈会等沟通渠道袁 保持了
与一线员工的沟通遥

在党委的领导下袁 碳素厂广大党员在生
产工作中袁 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员的风
采袁 积极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遥
一焙烧车间党员施亚泰袁 在参与技术改造尧
技术创新中 袁 主动修复损坏的燃烧器程序
板尧 控制板和袁 压力传感器袁 为企业节省费
用 25 万余元袁 最近被评为中铝贵州企业有
突出贡献的技术能手遥

检修车间党员张福堂带领钳工班进行了
大大小小的技术改造 14 项袁 管理创新 1 项袁
创经济效益 200多万元遥 今年 5 月当选为中
铝贵州企业首届十大杰出青年遥

在电解野10.3冶事故抢修中袁导杆车间尧汽
车队尧 一组装等车间的共产党
员们更是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袁
与广大员工一起奋战在现场 袁
制作和修复导杆袁 保证了四期
电解抢险工作的顺利进行遥

推进企业文化袁 打造和谐
单位

碳素厂党委把思想政治工
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紧密融合在
一起袁 不断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袁 有力推进了碳素厂
企业文化建设袁 努力打造和谐
碳素遥

11 月 1日袁该厂党委举办
了企业文化经验交流大会袁各
车间图文并茂的将各自在企业
文化建设中的好经验进行交流
展示袁 让大家感受到了企业文

化的魅力所在遥
在碳素厂党委的指导 袁 员工们成立了

野极地冶 文艺沙龙尧 摄影协会尧 书法美术协
会等群众组织遥 出版了内容多姿多彩袁 全部
由员工们自己创作尧 自己编辑设计袁 深得大
家的喜爱的 叶极地曳 刊物遥 摄影协会尧 书法
美术协会还相继协助纪检尧 工会等部门开展
了 野安康杯冶 书画摄影作品展尧 党风廉政建
设书画摄影作品展等活动袁 丰富了员工生
活尧 展现了员工的才华袁 激发了员工的热
情袁 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遥

叶五成型之窗曳尧 叶一组心声曳尧 叶检修
新视野曳 等内部小报袁 为内聚员工袁 外树形
象袁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提供
了有效的载体遥

野七一冶 前夕袁 碳素厂党委荣获了中国
铝业公司党组授予的 野先进基层党组织冶 光
荣称号遥

创新党建思路 打造和谐碳素
———碳素厂党委抓党建工作促生产建设侧记

王冰棱

本报讯 热电厂党委坚持把党建思想
政治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先导袁 努力加强
和创新党组织和员工队伍的思想建设袁 促
进了生产发展遥

近几年来袁 热电厂党委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袁 不断创新思想工作方法袁 把加强队
伍思想意识教育和实施 野民心工程冶 作为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遥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教育中 袁 举办党员轮训班 袁 开展
野党员先进性大家评冶 活动曰 提出 野追求
卓越袁 寓卓越于平凡曰 从我做起袁 细微处
见精神冶 的热电厂工作理念袁 深得民心袁
涌现出一批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 野优秀
堡垒冶遥

供电车间党支部以 野和谐贵铝冶 思想
教育党员袁 除带领党员群众为整个西片区
安全平稳发供电外袁 长期坚持定期清理与
兄弟厂相邻的 野三不管地带冶曰 锅炉车间
在生产任务重袁 条件艰苦的环境下袁 开展
野党员先锋示范岗冶尧 野党员一面旗冶 活
动遥 共产党员尧 工段长陈勇袁 每次遇上停
炉打焦都第一个进炉膛袁 亲自处理好不安
全因素后袁 才让员工们进入炉膛遥 厂区内
偏远角落一度频繁被盗袁 厂党委组织科级
干部夜间带队巡逻袁 有效地抑制了电缆被
盗严重的现象遥

分厂党委还指导工会组织以生产经营
为中心袁 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尧 文体活动尧
合理化建议和建设职工之家等活动遥 2006
年开展的 野巾帼建功在岗位冶 活动袁 涌现
出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女职工袁 水化新四
班被建设成分公司 野巾帼建功班组冶 的样
板袁 吸引了厂内外大批学习取经的同行遥
由于成绩突出袁 厂工会连续获得总厂工会
流动红旗遥

共青团组织把 野谒诚服务青年尧 热忱奉献企业冶 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袁 开展青年科技创新尧 青年技能大
赛尧 青年文明号生产线及爱心帮扶尧 晋级达标等活动袁
燃运团支部获得 野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支部冶尧 燃运四
班荣获 野全国青年文明号冶 光荣称号遥

野春雨润无声冶遥 热电厂党建工作为生产的全面健
康发展培育了肥沃的土壤袁 提供了坚强的保障遥 近年
来袁 热电厂产品产量大幅增长袁 技术改造和科技攻关使
产品单耗逐年递减袁 为氧化铝连续稳定高产提供了可靠
的供汽供电保证遥

渊肖荣丽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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