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代表尧同志们院
中国共产党贵州铝

厂第四次代表大会袁在中
铝公司党组尧贵州省委组
织部尧省纪委尧省国资委
党委的关心和指导下袁经
过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
努力袁已经圆满完成了预
定的各项议程袁大会即将
闭幕遥 两天来袁各位代表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使命感袁忠实履行自己的
神圣职责袁展示出良好的
精神风貌袁使这次大会始
终洋溢着民主尧 团结尧求
实尧鼓劲的浓厚气氛遥 这
是一次继往开来尧与时俱
进的大会袁 一次团结鼓
劲尧 奋发进取的大会袁一
次进一步动员和凝聚厂尧
分公司全体共产党员和
广大干部职工袁不断推进
企业改革与发展袁为建设
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冶的
和谐贵铝而奋斗的动员
大会遥

这次大会袁坚持以邓
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六中
全会精神为指导袁 实事求是地回顾总结了上次党代
会以来的工作袁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袁认真分析了面临
的形势袁 研究确定了中铝贵州企业今后 源年的奋斗
目标和主要任务袁绘就了建设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冶
的和谐贵铝的宏伟蓝图遥 这次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党委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遥 新一届党委和纪委
在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袁 补充了一批新生力
量袁形成了一支年龄搭配合理尧知识结构互补尧素质
好尧作风实尧能力强的领导队伍袁从而为我们完成中
铝公司党组和两总部交给的历史重任尧实现野创建世
界一流企业尧打造贵铝百年老店冶目标提供了坚强有
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遥 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动
员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职工团结一心尧 携手并
肩袁全力推进厂和分公司全面尧协调尧和谐发展袁顺利
实现中铝贵州企业在 野十一五冶 期间的各项奋斗目
标尧 书写中铝贵州企业发展史上更加绚丽的精彩华
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遥

大会以后袁 全体代表和各级党组织要采取多种
形式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尧积极的工作态度袁广泛深
入地传达好尧学习好尧宣传好尧贯彻好尧落实好大会精
神袁动员和带领广大党员和职工群众袁渊下转第四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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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贵州铝厂
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1名)
渊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冤

刘建钢 何 维 邹善能 陈 刚 周利洪 赵绪全
柳健康 曹跃清 常顺清 谢青松 黎 云

中国共产党贵州铝厂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渊7名冤
渊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冤

王 慧 王明轩 刘恩基 杨建华 何 维 张有桥
聂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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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贵州铝厂第四次代表
大会经过代表们的认真审议袁 批准何
维同志代表中共贵州铝厂纪律检查委
员会作的叶履行党章赋予职责 推进惩
防体系建设 为中铝贵州企业的和谐
发展提供纪律保障曳的报告遥
大会对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予

以充分的肯定遥会议认为袁九年来厂纪
委坚持标本兼治尧 综合治理尧 惩防并
举尧注重预防的方针袁紧紧围绕企业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袁全面履行四项职能袁
在维护党的纪律袁加强干部廉洁自律袁
查处违纪违法案件袁 开展效能监察和
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方面取得
了明显成效遥 报告在认真总结成绩的
同时袁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袁并对

下一届纪委工作提出了建议遥 工作总结
实事求是袁 工作建议思路清晰袁 方向明
确袁重点突出袁是今后一段时期企业党风
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指导性文件遥

大会号召袁今后四年是中铝贵州企业
加速改革发展袁 实现新跨越的关键时期遥
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野三个代表冶重要
思想为指导袁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
观袁以落实叶建立健全教育尧制度尧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实施纲要曳为统领袁全面贯彻党的
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袁认真履行党
章赋予的职责袁坚持野围绕中心尧服
务大局袁互动双赢袁协调发展冶的工
作思路袁 扎实推进构建企业惩防
体系野五大机制冶 工渊下转第四版冤

中国共产党贵州铝厂第四次代表大会
关于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二 00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贵州铝厂第四次代表
大会批准常顺清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
贵州铝厂第三届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遥
报告通篇贯穿了野团结尧和谐尧创新尧鼓
劲冶 这样一条主线曰 总结成绩实事求
是袁指出问题切实中肯袁经验总结客观
准确, 今后四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
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
现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曰是我们团
结和带领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职工群
众建设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冶的和谐贵
铝尧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尧打造贵铝百年
老店的行动纲领遥

大会认为袁9年来袁贵州铝厂党委
在中共贵州省委尧 中铝公司党组和贵
州省国资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袁 始终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野三个代表冶重要
思想指导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袁特
别是 2005年通过广泛开展保持共产
党员先进性教育尧创建野四好冶领导班

子等党建系列活动以来袁 党建思想政治
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遥 党组织
活动的形式尧方法不断丰富和创新袁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袁 党组织
的政治核心作用尧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袁 确保了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决定决议在
企业的贯彻执行袁 促进了厂和分公司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袁 保证了企业改革改制
的成功推进遥 代表们一致认为自第三次
党代会以来袁特别是 2002年企业重组改
制以来的几年袁 是中铝贵州企业历史上
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遥

大会指出袁 建设 野天蓝地绿人和业
兴冶 的和谐贵铝袁 是我们贯彻党的十六
届六中全会精神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
体行动袁 是我们继往开来尧 创建世界一
流企业尧 打造贵铝百年老店的重要战略
目标袁 是中铝贵州企业全体职工的共同
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遥 渊下转第四版冤

中国共产党贵州铝厂第四次代表大会
关于党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渊二 00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通过冤

本报讯 11月 17日下午袁 刚刚闭幕的中国
共产党贵州铝厂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
共贵州铝厂第四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
会议袁 周利洪受代表大会主席团指派主持第一
次全会遥 11名当选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袁选
举常顺清为中共贵州铝厂第四届委员会书记尧
何维为副书记遥全委会还审议批准了叶中共贵州
铝厂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第一次全委会选举情

况的报告曳袁纪委第一次全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选举何维为纪委书记尧张有桥为副书记遥

新一届党委当选书记常顺清在一次全会上
发表了重要讲话遥他感谢各位委员尧大会全体代
表尧厂和分公司 6800多名共产党员对自己的信
任袁并表示一定要临深履薄尧殚精竭虑尧自若自
勉尧努力工作袁不辜负党组织尧全体党员和广大
职工的期望与重托遥 渊 杨建宏冤

贵州铝厂新一届党委
召开第一次全委会

选举党委书记、副书记 常顺清作重要讲话 周利洪主持会议

同志们院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贵州铝厂第四次

代表大会袁以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袁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
届六中全会精神袁 认真总结了上次党代会以
来的工作和经验袁 确定了今后 4年的奋斗目
标和主要任务袁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的委员
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遥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袁
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尧 和谐的大会尧 鼓劲的大
会袁 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尧 谋求发展的大
会尧构建和谐贵铝的大会袁也是一次加强和改
进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大会遥 刚才召开的第
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书记和副书记遥 我由衷
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袁一定临深履薄尧殚
精竭虑尧自若自勉尧努力工作袁不辜负党组织尧
全体党员和广大职工的期望和重托遥 借此机
会袁我想讲以下几点意见遥
一尧不辱使命袁继往开来
我们这一届党委不再设立常委袁11名委

员是代表了 6800多名共产党员的 226 名代
表选举出来的袁 肩负着上级党组织和全体共
产党员的重托和信任遥 我们要努力把贵州铝
厂党委建设成为贯彻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尧构建和谐企业的组织者尧推动者
和实践者袁成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袁
推动中铝贵州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坚强政治
核心遥 要加快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冶和谐贵铝
建设的步伐袁实现厂和分公司在目前野一个党
委尧两个行政尧独立核算尧分灶吃饭冶的现行体
制下的科学发展尧和谐发展遥团结带领全体共
产党员和干部职工为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袁打
造贵铝百年老店而团结奋斗遥

有了这样一个使命袁 新一届党委责任
重大袁任务艰巨遥概括地讲就是院野五个一冶袁即
建设一个政治素质好尧经营业绩好尧团结协作
好尧作风形象好袁致力于中铝贵州企业改革发
展稳定袁 得到职工群众信赖和拥护的领导班
子曰建设一支经得起困难和风险考验袁在企业
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队
伍曰建设一支有理想尧有道德尧有文化尧有纪律袁能够熟练掌
握相关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职工队伍曰 建立健全一套符
合中铝贵州企业实际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袁 能够保证
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尧促进厂和分公司互动双赢尧
和谐发展的工作机制曰 形成一条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建思
想政治工作尧企业文化建设和党组织自身建设的有效途径遥
二尧争创野四好冶袁率先垂范
新的一届党委袁要更加朝气蓬勃袁想事尧干事袁想贵铝发

展的事袁干贵铝和谐的事遥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要在中铝公
司系统率先创建野四好冶领导班子遥这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遥
野四好冶班子建设的核心是班子的团结和谐袁班子成员之间
的信任尧理解尧支持和相互协调至关重要曰 渊下转第四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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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1日下午袁 香港特别行
政区长官曾荫权率领由特区政府官员尧工
商企业界代表和部分新闻媒体组成的经贸
考察团来到中铝贵州企业参观遥

贵州省委副书记尧代省长林树森尧副省
长孙国强袁贵阳市市长袁周袁白云区区长董

兰杵等省市区领导袁 及省经贸委等有关部
门负责人陪同考察团参观遥

下午 3院50袁 考察团一行 150余人来到
位于电解四系列生产车间旁的中铝贵州企
业展示中心袁 受到中铝股份副总裁张程忠袁
贵州铝厂尧贵州分公司领导常顺清尧周利洪尧

何维尧曹跃清尧柳健康尧黎云尧陈刚尧谢青松尧
邹善能袁以及电解铝厂员工的热情欢迎遥
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

理常顺清代表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尧 贵州
铝厂及 17000名员工袁 对曾特首一行来到
贵铝表示诚挚的欢迎遥 常顺清说袁 长期以
来袁贵州分公司尧贵州铝厂在贵州省人民政
府尧贵阳市人民政府尧白云区人民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袁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遥 贵铝的发
展袁就是中国铝工业发展的缩影袁希望给考
察团能够带来启发遥常顺清特别说明袁中铝
股份也是香港的上市公司遥 常顺清最后祝
愿曾特首及夫人参观愉快袁 祝考察团考察
圆满成功遥

随后袁曾荫权及夫人袁和考察团一行观
看了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情况介绍电视
片袁 并参观了展现贵铝发展全貌的展示中
心和贵州分公司电解铝厂铸造四车间遥 听
到贵铝发展情况的介绍袁 看到整齐有序的
厂区袁整洁明亮的车间现场袁技术先进的生
产设备袁曾荫权不时点头说很好遥
据悉袁香港经贸考察团于 21日中午抵

黔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袁 实地了解贵州经
济发展袁共谋黔港交流与合作遥

渊本报记者 董建宇冤

贵州企业获中铝廉洁文化书画摄影
展暨文学作品征文活动组织奖
本报讯 10月 31日袁 中国铝业公司廉洁文化书画摄影展暨

文学作品征文活动圆满结束遥贵州企业和山东企业尧大冶有色金
属公司获得活动组织奖遥 在文学作品征文活动中袁 贵州企业孙
捷尧王成黔尧涂汉贵尧汤序波等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分获三等奖和
优秀奖遥 (纪检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