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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厂 本报讯 11 月 23
日袁 氧化铝厂召开副科

级以上干部大会袁 贯彻传达贵州铝厂第四次党
员代表大会精神遥
该厂党委书记尹平要求两级领导干部要带

头深入学习袁 增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袁做好党建工作遥厂长王奎重点要求两
级领导抓好野四好冶班子建设和制度建设袁树立
良好的班子形象袁 并对今年最后的生产经营工
作做了安排部署遥 (赵光宇)

本报讯 连日来袁电
解铝厂各级组织认真贯

彻落实学习厂四次党代会精神遥
分厂班子尧各级管理人员带头学习袁认真领

会曰厂部召开主管层干部会议曰工会尧团组织要
组织学习袁做好宣传和动员遥分厂党委还利用无
纸化办公平台袁把学习的内容尧要求和重点进行
安排部署曰 党群部门及时对各支部学习贯彻情
况进行了检查遥渊廖潇蕾 孙海清冤

本报讯 厂第四次
党代会刚闭幕袁 碳素厂

工会尧共青团就迅速掀起了贯彻学习党代会精

神的热潮遥
各分会尧 团支部在学习讨论中认为袁 常顺

清书记的报告为今后四年工会共青团工作指明
了方向遥 各车间为员工发放了学习资料袁 还利
用黑板报尧 橱窗和局域网等形式大力宣传党代
会精神遥 广大员工表示要为中铝贵州企业实现
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冶 努力工作遥 渊马博男冤

本报 讯 11 月 20
日袁 热电厂召开科级干

部大会袁传达厂四次党代会精神遥
该厂党委书记潘国栋要求认真开展形势任务

教育袁召开各种会议传达党代会精神曰领导干部
和党员尤其要先学一步曰 要与做好当前工作相
结合袁 要与加强党建与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相结
合袁用会议精神指导工作遥 渊肖荣丽冤

本报讯 11月 21日袁
厂财务处组织全体党员

和科级干部学习传达了厂四次党代会精神遥
在学习讨论中袁 大家对提出" 贵铝是一家

人" 的理念和" 坚持互动双赢尧 建设和谐贵
铝" 的奋斗目标袁 道路白改黑尧 塔山公园的改
扩建等表示赞许遥 会议还要求各科组织学习袁

反馈学习大会精神情况遥 (龙莉萍)
本报讯 11 月 23

日袁 计控厂党委召开会
议袁宣传贯彻厂四次党代表会精神遥

厂长甘成汉宣讲了党委工作报告尧纪委工
作报告遥 党委书记陈无忌对近期党建工作和群
众工作进行了安排遥 各车间主任尧党支部书记尧
机关科室主管尧 党风廉政监督员还对计控厂开
展教育尧制度尧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等五大机制情况进行了测评遥 渊温慧冤

本报讯 11 月 21
日袁 运输厂召开副科级

以上干部大会袁传达厂四次党代会精神遥
该厂党委副书记吴士全要求全厂各车间尧

科室要组织员工对这次党代会的精神进行认真
的传达和学习袁以党代会精神为动力袁动员全厂
员工加倍努力工作袁 为实现运输厂全年的生产
经营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遥 渊张莉冤

本报讯 11 月 21
日袁 一矿召开主管层以

上干部会袁传达贯彻厂四次党代会精神遥
矿党委书记颜永聪要求领导干部要认真学

习曰各党支部要发动员工搞好剥离供矿尧民矿收
购尧设备检修尧资源保护等各项工作曰工会共青
团组织要引导员工积极投身和谐贵铝建设曰各
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尧 战斗堡垒
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遥 渊陈凤鸣)

本报讯 11 月 22
日袁 水电厂团委召开会

议袁 学习贯彻厂四次党代会精神遥
会议传达学习了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常顺清

和党委副书记何维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袁 并就
各团支部如何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作了具体安
排袁 并要求团支部将会议精神贯穿尧 落实和体
现在今后的共青团工作中遥 渊陈艳冤

本报讯 11 月 21
日袁 房地产管理中心召
开副科级以上干部会

议袁 传达贯彻落实厂四次党代会精神遥
中心领导要求所属单位要迅速将党代会精

神传达到全体党员尧 干部和职工中去袁 广大党
员要带头深刻领会尧 全面贯彻会议精神袁 抢抓
机遇袁 扎实工作袁 为早日实现 野天蓝尧 地绿尧
人和尧 业兴冶 和谐贵铝作出贡献遥 渊王仙能冤

本报讯 11 月 21日清晨
6 点 47 分左右袁 电解铝厂供
电三车间员工陈立东和安全环
保科员工何明才在贵阳等候贵
铝交通车时见义勇为袁 齐心合
力帮助供电三车间一女工追回
被窃贼抢走的手提包遥

这天清晨袁 天刚蒙蒙亮袁
该女工匆忙前往贵阳文昌北路
的贵铝交通车停靠点乘车返厂
上班遥 这时袁 一名窃贼乘她不
备袁 突然从背后将她装有现金

和手机的手提包抢走遥 她立即
大声呼喊院 野抓小偷浴 抓小
偷浴冶 在此等候交通车的陈立
东和何明才听见喊声袁 不由分
说立即向喊声方向追去遥 他俩
一边追袁 一边大声喊窃贼站
住遥 窃贼见有俩人不停追赶袁
又没有可躲藏的地方袁 慌忙丢
下手提包袁 仓皇逃窜遥 见到自
己的提包失而复得袁 该女工连
声向陈立东和何明才说院 野谢
谢浴 谢谢浴冶 渊王玉束冤

陈立东何明才 勇追窃贼
女工被抢提包 失而复得

本报讯 近半年来袁 氧化
铝厂原料车间团支部积极开展
团员青年读书活动袁 有效提升
了车间青年人的素质遥

读书活动中袁 车间团支部
通过向团员推荐尧 团员与团员
相互推荐的方式袁 保证每位团
员青年都有学习辅导材料袁 并
要求每人精读一本书遥 期间袁
车间团支部还组织团员青年集
体学习了 叶邓小平文选 曳 尧
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曳 等政治
理论经典遥 读书活动还采取了

自学尧 座谈等方法袁 确保学习
时间尧 内容尧 人员尧 效果四落
实遥 截止11月袁 车间共有18名
团员青年参加了此次活动袁 共
阅读书籍36本遥

通过开展读书活动袁 车间
团员青年陶冶了情操尧 提升了
素质袁 更激发了思考遥 通过读
经典尧 学理论的读书活动袁 进
一步帮助团员青年树立了正确
的世界观尧 人生观和价值观 ,
为开展好车间团的工作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遥 渊姚玉冤

团支部开展读书活动

原料车间青年素质明显提升

本报讯 华光服装厂青年
安全监督岗发挥作用袁 抓好安
全细节管理袁 受到厂部好评遥

电动提升机一直是华光服
装厂的安全工作重点袁 一共有
两个部门在使用院 生产部和经
营部遥 近段时间袁 由于经营部
招聘了新的搬运工袁 虽然学习
了提升机的操作规程袁 但在工
作中还是存在有违章操作现
象袁 如货物超载装卸尧 使用前

不按提示铃等袁 存在着极大的
安全隐患遥 为此袁 厂团支部青
年安全监督岗组织厂安全员对
提升机操作规程进行了全过程
跟踪检查袁 针对其存在的问
题袁 要求必须强化工作责任
心袁 严格按规程操作袁 严禁超
载装卸袁 并定期检查提升机绳
索的受损率袁 保证提升机在最
佳状态下工作等袁 以确保服装
厂生产的正常开展遥 渊姜瑜冤

工贸华光服装厂

发挥青安岗作用保安全

本报讯 氧化铝厂工会坚
持开展以野构建和谐贵铝尧打造
平安企业冶为主题的野安康杯冶
竞赛活动袁得到员工好评遥

近半年来袁 该厂在员工中
开展了 野安全互助协仪书冶 签
订活动 袁 签约员工达 100%遥
为提高员工安全意识袁 做好安
全法规的宣传工作袁 该厂工会
还专门与贵铝电视台联合制作

了 叶安康要要要构筑牢固安全防
线曳遥 此外袁 先后在全厂职工
中开展了安全警示铭征集尧 金
点子评选尧 安全知识趣味猜
谜尧 安全漫画展尧 叶炉气中毒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曳 演练 尧
野构建和谐贵铝尧 打造平安企
业冶 员工演讲比赛等安康杯
野十个一冶 活动袁 使 野安康杯"
竞赛方案落到实处 遥 渊陈扬冤

氧化铝厂工会
扎实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

本报讯 野走去活动室进行学习交
流冶遥 一位刚从现场干完活的员工回到车
间待机室说遥 每周五下午袁 碳素厂二成型
车间一些员工都要聚集在活动室参加车间
工会组织的读书交流会遥

员工们结合岗位自发的从家里带来自
己喜欢的一两本书袁 介绍给同事袁 将自己
在书中学习到的知识和感悟介绍给其他员
工遥 员工陈华在 叶碳素工艺学曳 的学习过
程中袁 对 野粗颗粒冶 配方问题提出自己的
独特见解袁 在交流会上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和讨论遥 读书交流会的开展袁 使车间书香
四溢遥

二焙烧车间在开展 野创争冶 活动中袁
利用活动室建立了员工读书角袁 工作之余
员工纷纷在这里看书尧 读报遥 一些员工

说院 野别看读书角袁 各种书籍都有袁 可
以寻找到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答案冶遥
加工车间开展了 野走入加工你是加工主
人袁 走出加工你是加工形象冶 为主题的
野创争冶 教育活动遥 以引导员工追求卓
越人生袁 改变思维模式袁 拓展思维空
间袁 在平凡岗位上寻找发展平台遥 并有
计划性地组织开展 野多读几本有益的
书冶 活动袁 通过技师考试和成人自学教
育袁 不断充实自己袁 完善自己袁 树立别
人能成才我也能成才的观念遥 三成型车
间建立了 叶三成型之窗曳 网站袁 野员工

之家冶尧 野班组建设冶尧 野中铝贵州企业
快讯冶尧 野论坛冶尧 野学习资料冶尧 野员
工学习讨论热点冶 等栏目应有尽有遥 它
成了车间领导与员工尧 员工与员工尧 班
组与班组之间交流思想尧 讨论学习的地
方遥 网站的建立成为了碳素厂 野创争冶
活动中的亮点遥

在野学习型车间尧班组尧学习型个人冶
创建活动中袁碳素厂根据实际袁充分发挥
各车间特色袁始终坚持边学习尧边工作遥
在野创争冶活动中袁学文化尧学科学尧学技
能已成为员工的自觉行为遥 渊马博男冤

碳素“创争”活动频吹学习风

本报讯 近两年来袁 工贸
环保设备厂为氧化铝厂尧 电解
铝厂尧 碳素厂等单位设计制
作尧 安装收尘设备达 20多台遥

该厂是我国第一家用布袋
收尘器治理烧成熟料粉尘污染
取得成功的厂家遥 他们与贵阳
铝镁设计院共同研制开发的低
压脉冲袋式除尘器袁 在氧化铝
厂烧成车间中碎工段正式投
用袁 并将原电收尘改为布袋收
尘后 袁 处理风量达每小时

108000 立方米袁 过滤面积达
1790 平方米袁 极大地改善了
车间现场作业环境遥 他们为碳
素厂加工尧 三成型车间制作尧
安装的碳块铣床收尘器和圆筒
袋式收尘器袁 不仅满足了碳块
铣床生产工艺的特殊生产运行
要求袁 还把车间的粉尘污染浓
度控制在每立方米 5 毫克以
下袁 完全符合国家环保部门的
有关考核标准袁 为操作工人提
供了较好的环境遥 渊龚凤凌冤

工
贸
环
保
设
备
厂

天
蓝
地
绿
建
设
忙

本报讯 11月 23日袁 热电厂水化车间党
支部召集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 40 人袁 给露天
的铁制楼梯铺扎草垫袁 做好冬季防滑工作遥
由于车间生产现场比较分散袁 铁制人行梯

很多袁 铺扎草垫的工作分四组同时进行遥 40
名党员积极分子分布在老炉子取样人行梯尧 老
除氧器室外人行梯以及新老系统酸碱槽人行梯
等处袁 把大块麻布剪小袁 用细铁丝牢固地将捆
扎在铁楼梯上遥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劳动袁 车间
所有铁制楼梯均捆上了防滑草垫遥 渊肖荣丽冤

水化做好冬季防滑工作

厂和分公司各单位传达贯彻落实厂四次党代会精神

电解铝厂

碳 素 厂

计 控 厂

财 务 处

热 电 厂

运 输 厂

第一铝矿

水 电 厂

房 产 中 心

髴氧化铝厂深入开展学习 404项目活动遥 图为沉
降车间组织员工学习 404项目手册遥

李国华 摄

髶炉修厂检修车间钳工班班长唐仁斌袁 16年来立
足于岗位袁 掌握多项操作技能袁技术精湛袁成为员工学
习的榜样遥 裴 捷 摄

髵 氧化铝管焊车间以实际行动落实四次党代会
精神袁掀起技术练兵热潮遥

陈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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