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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3 日上午袁
贵州分公司清洁生产审核报
告评估会在办公大楼五楼会
议厅召开遥

省经贸委尧省发改委尧省环
保局尧省科技厅袁贵阳市尧白云
区经贸委尧 环保局等有关部门
领导以及省第一批清洁生产试
点企业的领导和代表袁 贵州分
公司总经理常顺清袁 副总经理
柳健康尧刘建钢袁总经理助理以
及相关部室尧 各二级单位主管
清洁生产的负责人参加了评审
会遥

会上袁 分公司副总经理柳
健康尧 刘建钢向与会来宾介绍
了贵州分公司开展清洁生产及
审核推进情况遥 安全环保部有

关工程技术人员对分公司清洁
生产审核报告的内容进行了汇
报袁并提交了分公司 16个二级
单位清洁生产的审核报告遥

专家组围绕清洁生产的
指标体系尧实施方案袁以及环
境效益尧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
等展开讨论遥 专家组组长尧贵
州大学教授毛健全宣读了评
审意见遥 他说袁贵州分公经过
近两年的努力袁完成了分公司
和 16个二级单位的清洁生产
审核工作袁在节能尧节水尧降低
资源消耗尧 减少污染物排放尧
实现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效
果明显袁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
制翔实尧系统尧完整袁符合清洁
生产审核要求遥

省经贸委副主任吴勇尧省
环保局助理巡视员沈兴鹏对
贵州分公司在省内首家推行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评审及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最后袁分公司总经理常顺
清作了讲话袁对省尧市尧区各有
关部门领导袁以及各位专家的
精心指导和提出的宝贵意见
表示衷心的感谢袁表示贵州分
公司将根据专家组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
项制度和措施袁确保清洁生产
的持续开展袁 为实现节能尧降
耗尧减污尧增效袁最终实现贵铝
天蓝尧地绿尧人和尧业兴的目标
而努力奋斗遥

渊刘永勇冤

分公司通过清洁生产审核报告专家评估

本报讯 11月 22日下午袁 电解铝厂会议
厅内气氛热烈袁欢快的乐曲声中袁在中铝贵州
企业第二届职工技能大赛中表现突出尧 获得
优异成绩的优秀组织单位代表和优秀选手袁
以及荣获 野贵州省技术能手冶 荣誉称号的选
手袁身披大红绸花袁走上主席台接受表彰遥 省
委常委尧省总工会主席龙超云袁省总工会副主
席殷明华袁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王明
铮和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
常顺清袁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袁省总工会办公
室主任李嘉麟袁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
任莫为名袁省有色冶金工会主席张鲁豫袁贵州
铝厂党委副书记何维袁 工会主席陈刚等向他
们颁发了证书和奖牌遥

中铝贵州企业第二届职工技能大赛自今
年 5月 19日开幕以来袁历时五个多月袁进行
了 92个工种的比赛遥经过各单位层层比武选
拔袁869名选手参加了 17个工种的决赛遥 比
赛中袁涌现了一批优秀选手袁有 17 名选手被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授予野贵州技术能手冶称
号曰 有 13名选手由技师晋升为高级技师曰有
35名选手由高级工晋升为工人技师曰 有 26
名选手由中级工晋升为高级工遥 为进一步激

发职工学习技术尧岗
位成才的积极性袁厂尧
分公司决定对电工尧
电解铸造工尧 氧化铝
制取工尧锅炉司炉工尧
爆破工尧分析化验工尧
计算机等 17 个工种
的优秀选手予以表
彰袁 给予奖励袁 并于
22 日召开大会进行
隆重表彰遥

表彰大会上袁 陈刚首先对本届职工技能大
赛作了全面总结袁 并代表大赛组委会和贵州铝
厂工会袁对给予大赛关心尧支持的省总工会尧省
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袁厂尧分公司领导袁以及为大
赛付出辛勤劳动的各单位尧各级工会组织尧专家
评委尧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遥

王明铮在会上宣读了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授予戴银华等 17名中铝贵州企业员工 野贵
州省技术能手冶荣誉称号的决定遥 周利洪宣读了
贵州铝厂尧贵州分公司关于对第二届职工技能大
赛优秀组织单位尧优秀选手予以表彰的决定遥 厂
工会副主席许晓桥宣读了本届大赛优秀组织单
位尧优秀选手名单遥随后袁大会进行了优秀组织单
位尧优秀选手颁奖仪式遥
颁奖仪式结束后袁常顺清作了重要讲话遥他

说袁 这次大赛充分展示了新时期中铝贵州企业
职工技能人才的风采袁 树立了国有大型企业的
良好形象遥 常顺清代表贵州铝厂党委,厂尧分公
司向在本次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各位选手表
示热烈的祝贺遥 就如何继续建设高素质的职工
队伍袁常顺清提了三点意见院一是坚持科学发展
观袁实施野人才强企冶战略袁充分认识建设高素质
职工队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曰 二是坚持以人为

本袁完善成才机制袁为建设高素质的职工队
伍提供重要保障曰三是坚持岗位成才袁立足
自主创新袁 不断提高职工自身科学文化技
术素质遥
龙超云在讲话中袁 代表省总工会向取

得优秀成绩的选手表示祝贺袁 认为本届中
铝贵州企业职工技能大赛袁 起点高袁 规模
大袁全方位体现了野万名职工大比武袁提升
素质我先行冶 的大赛主题袁 为今年省总的
野百万职工大练兵冶 活动充实了丰富的内
容遥 龙超云希望贵州铝厂工会在提高职工
队伍整体素质工作中袁不断推陈出新袁总结
和创造出更好的经验遥
何维主持了大会遥厂尧分公司各有关单

位部门负责人袁 职工技能大赛有关工作人
员袁 及受到表彰的优秀组织单位代表和优
秀选手 200多人参加了表彰大会遥

渊董建宇/文 张义/摄影冤

本报讯 11月 28日袁 贵州
省副省长肖永安率省环保局局
长李康民尧 副局长姜平及省环
保局有关人员袁 来到贵州分公
司考察调研清洁生产情况遥

上午 9时袁 肖永安副省长
一行来到贵州分公司电解铝
厂袁受到常顺清尧周利洪尧柳健
康尧谢青松等厂尧分公司领导的
热情欢迎遥 在常顺清尧周利洪等
厂尧分公司领导的陪同下袁肖副
省长一行参观了中铝贵州企业
展示中心尧铸造四车间尧电解八
车间和东片区污水处理设施袁

随后又参观了热电厂锅炉车间尧 西片区污水处理
设施遥 电解铝厂尧热电厂尧氧化铝厂等单位主要领
导也分别到现场迎接遥肖副省长每到一处袁都仔细
询问了解生产工艺尧 清洁生产工作开展和环境改
善情况遥

参观生产现场后袁 肖副省长一行在办公楼三
楼会议室与常顺清尧周利洪尧柳健康尧黎云尧谢青
松尧刘建钢等厂尧分公司领导袁以及分公司总经理
助理尧安全环保部尧设计院尧总经理办等有关部室
负责人进行座谈遥常顺清就贵州分公司生产经营尧
技术管理创新尧 建设和谐贵铝等工作作了简要汇
报遥 柳健康汇报了贵州分公司近几年的环保工作
情况遥周利洪就企业发展环境有关情况作了汇报遥

省环保局局长李康民讲了话袁 认为贵州分公
司领导重视袁投入大量资金袁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袁使环境状况有了大幅改善遥

肖永安副省长在讲话中对中铝贵州分公司实
现跨越式发展尧 成为贵州省有代表性的大企业表
示感到高兴袁 认为企业领导班子有清洁生产意识
有责任心袁工作到位袁力度大袁清洁生产迈上了好
路子袁企业环保工作形成了良好态势袁走新型工业
化之路有了良好开端遥 肖永安希望贵州分公司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袁抓好清洁生产袁使企业发展再
上新台阶遥 渊董建宇冤

肖永安副省长到贵州分公司考察调研

本报讯 11 月 24 日 袁 在
野坚持互动双赢袁 建设和谐贵
铝冶 指导思想提出一周年之
际袁 中铝贵州企业 野和谐贵
铝袁 美好家园冶 职工书法美术
摄影作品展在贵铝图书馆一楼
展厅开展遥

这次展览由贵州铝厂工会
主办袁 将持续到 12 月 1 日遥
活动得到了厂尧 分公司广大职
工和离退休 渊内退冤 职工尧 家
属的大力支持袁 共收到书法美

术摄影作品 170余件袁 其中展
出的有 125件遥 这些参展作品
主题鲜明袁 内涵丰富袁 贴近生
活袁 贴近时代袁 从不同侧面反
映了中铝贵州企业建设 野天
蓝尧 地绿尧 人和尧 业兴冶 的和
谐贵铝所取得的可喜成果袁 具
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较强的艺
术感染力袁 凝聚了作者热爱贵

铝尧 热爱美好家园的心愿和深
切感情袁 是职工书法美术摄影
艺术的一次集中展示袁 更是贵
铝人阔步迈上新台阶尧 开创美
好未来的信心和创造力的充分
展现遥

24 日上午 9 时袁 展览正
式开展袁 厂尧 分公司领导常顺
清尧 周利洪尧 曹跃清尧 陈刚尧
刘建钢尧 邹善能袁 各二级单
位尧 处部室和工会组织负责人
及部分职工走进展厅观看展
览遥 常顺清尧 周利洪等领导仔
细观看了每一幅作品袁 对作品
表达的主题和内涵袁 以及创作
形式尧 艺术造诣方面的亮点予
以肯定和赞许袁 并希望以更丰
富多样的艺术形式为载体袁 进
一步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袁
促进中铝贵州企业的企业文化
建设遥 渊本报记者 董建宇冤

本报讯 11月 22日袁中铝总
部矿产资源部副总经理刘福兴
在分公司矿产资源部人员陪同
下,到石灰石矿检查指导工作遥

刘福兴一行在该矿副矿长
卢江及相关部门陪同下, 对采矿
场进行现场检查指导袁并不时询
问装备能力尧资源可持续开发前
景等有关矿山发展的问题遥

在会议室袁 矿长陈玉凯向
刘福兴副总经理详细汇报和介
绍了石灰石矿生产规模尧 工艺
装备尧安全生产尧以及当前工作
等方面的情况遥 刘福兴表示满
意遥他指出袁矿产资源是中铝公
司不断发展壮大的基本保障袁
一定要在提高资源利用率上下
工夫袁 要通过技术改造和提高
员工素质袁 加大开发资源的利
用率袁进一步提高效率遥

渊刘宏飞冤

本报讯 11月 24日上午袁贵州铝厂工会召
开厂尧 分公司各二级单位工会组织负责人参加
的工会工作例会袁安排部署厂九届一次尧分公司
二届一次职代会的换届选举工作遥

厂工会主席陈刚主持会议遥
会上袁厂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汪雄就厂九届

一次尧分公司二届一次职代会代表的构成尧名额
的分配尧代表的选举等事项作了说明遥 厂工会副
主席许晓桥对换届选举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遥
陈刚指出袁 认真做好代表的选举工作袁 是

开好职代会的基础遥 各二级工会要从大局和政
治的高度来认识这次换届选举工作袁 要把这次

换届选举工作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尧 加强民主
管理尧 建设和谐贵铝的契机袁 在本单位党政组
织的领导下袁 精心组织袁 周密部署袁 认真实施遥
在代表的酝酿提名尧 代表候选人的确定尧 代表
的选举过程中袁 一定要按照贵州铝厂 叶职工民
主管理条例曳 和有关规定规范进行袁 要充分发
扬民主袁 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袁 要认真做好选
举中的组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袁 按照代表的
结构袁 把那些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高尧 群众基
础好尧 参政议政能力强的职工选为代表袁 保证
代表的素质袁 如期完成代表的选举工作袁 确保
职代会的成功召开遥 渊王振平冤

厂工会部署职代会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 热电厂深挖浓
缩系统潜能袁 对过去冗长繁
复的系统进行优化袁 实施了
一系列改造袁 优化后的系统
不仅满足了锅炉除灰除渣用
水需求袁 且大大减轻内部损
耗袁每年降本节能 150万元遥

2005 年以前袁虽然热电
浓缩系统实现了 野零排放冶袁
但系统能耗却相应上升袁水
质不稳定袁 给生产组织带来
了一系列问题遥从 2005年开
始袁 热电厂对浓缩系统优化

专门立项攻关遥 在近两年的
时间里袁 经过相关人员反复
调研尧计算尧试验袁在分公司
的大力支持下袁 热电厂对繁
复的浓缩系统动了 野大手
术冶袁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
造袁增大了系统平衡能力袁确
保了系统整体的稳定遥
系统优化后袁 净化水质

大大提高袁 锅炉烟气净化和
除灰用水能够全部采用内部
循环水袁完全不用补充新水袁
运行十分稳定遥 渊肖荣丽冤

热电厂浓缩系统优化工程
年节能降本 150万

本报讯 11月 16日袁 碳
素厂五成型车间生块外观合
格率达到 93.33%袁创造了历
史新高遥

五成型的正常生产袁关
系到碳素阴极生产袁 该厂专
门成立了五成型质量攻关小
组遥 在上级各部门的关心支

持下袁 车间决定重新采取降
温措施院 在 H301皮带两端
安装风机袁 将混捏排料温度
重新设定袁 并尽力稳定球磨
粉纯度遥从 11月 11日开始袁
平均合格率达到了 70%遥 到
目前为止袁 生产逐步趋于稳
定遥 (安军)

五成型试车再传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