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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4 日袁贵
州省国土资源厅尧 贵阳市国
土资源局尧 清镇市国土资源
局领导和有关专家袁 在贵州
分公司矿产资源部副经理宗
玉明陪同下袁 对燕垅林歹两

矿区开展的提高开采回收
率尧 降低采矿贫化率工作进
行检查并通过验收遥

2004年 10月袁 贵州省
国土资源厅下发 叶关于开展
的矿产资源 野三率冶 指标试
点工作的通知曳袁将第二铝矿
燕垅林歹两矿区作为提高开
采回收率和降低采矿贫化率
试点矿区遥 在分公司高度重
视下袁 第二铝矿按照文件要
求袁 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二
矿多年来野两率冶管理状况及
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
研究袁通过对矿床地质条件尧
开采工艺尧生产技术管理尧提
出了改进方法和措施袁 制订
预期目标管理遥 尤其是 2005
年开展 叶贵州铝土矿采矿工
艺优化研究曳项目后袁采取了
一系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技
术措施和管理方法袁 使二矿
野两率冶 指标上了一个台阶袁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遥 （唐平）

燕垅林歹两矿区通过矿产
资源“两率”检查验收

本报讯 截至 11月 28日袁 第一铝
矿完成剥离 140500 方袁 为年计划的
100.35豫袁 向氧化铝厂供铝土矿 213880
吨袁为年计划的 101.84豫袁完成民矿收购
142500 吨袁为年计划的 167.64豫袁提前
33天完成全年生产任务遥

今年以来袁 第一铝矿根据 2006年
剥离量尧供矿量尧民矿收购量大幅增加尧
人均工作量加重的实际情况袁对完成全
年生产任务从主观因素到客观条件诸
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袁 从细节入手袁拟
定出多项具体可行的有效措施袁确保全

年生产任务的完成遥 在生产组织上袁根
据氧化铝生产需要袁 认真搞好内部协
调袁随时调整生产组织方式尧配置人员
设备袁 依据现有条件合理安排高铝尧普
铝供矿时间袁确保氧化铝生产对不同品
位矿石的需求遥 在生产过程中袁面对人
员少尧设备老化尧检修工作量加重尧不同
季节气候给露天作业环境和穿孔尧爆
破尧铲装尧运输尧检修等生产环节带来的
诸多困难袁全矿员工齐心协力尧迎难而
上尧奋力拼搏,圆满完成 2006 年各项生
产工作任务遥 (陈凤鸣)

一矿提前 33天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本报讯 截止到 11月 25日袁 机械
厂完成机械产品产量 5333吨袁 提前一
个月完成分公司下达的 5330吨的产量
目标遥

2006年袁 分公司下达机械厂年产
量计划 5300吨袁 而机械厂已到手的订
货和乐观预计内外市场可追加订货还
不到 5000吨袁 这给该厂完成产量计划
带来很大困难遥为确保全年生产任务的
完成袁该厂正视危机形势袁坚定必胜信
心袁并围绕野提产降本冶做文章袁确保完
成分公司下达的成本和内部利润指标遥
为了能争取到更多的外部市场袁机械厂
还利用其技术装备优势和独立设计制

作加工的技术优势与建筑公司连手合
作袁共同开发市场遥 该厂加工的真空抬
包尧铝锭模尧定容下料器尧高渊低冤铬铸
球尧高锰钢等定型产品已在周边铝企业
建立了良好的质量信誉袁产生了一定的
品牌效应遥

生产中袁该厂加强宏观调控袁抓好
抓实劳动纪律尧质量标准尧安全生产等遥
各车间紧密配合袁相互协作袁克服诸多
困难袁 全力以赴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曰机
关科室主动深入现场袁服务基层袁积极
发挥组织尧协调尧督促尧检查的功能袁及
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袁为他们
提供有力支持遥 （王丽萍）

机械厂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本报讯
截至 11 月
28 日袁石灰

石矿累计实现月度供矿 3.62
万吨袁为月度计划的 100.65%袁
产品一级品率百分之百, 全月
安全生产零事故遥 （刘宏飞）

石灰石矿

本报讯
截止 11月 30
日袁 水电厂已

完成供水量 137.91万吨袁转供电
量 769.92万千瓦时遥 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均优于计划遥 （邹利）

水 电 厂

本报讯 12月 4日袁 中铝公司党组成员尧 副总经
理吕友清率领由中铝公司企业管理部主任王春生尧
中国铝业发展部总经理于新兴组成的调研组袁 到中
铝贵州企业调研时袁 高度评价了中铝贵州企业的各
项工作袁 指出袁 厂尧 分公司的两个班子团结袁 两支
队伍团结袁 建设和谐贵铝卓有成效袁 为建设和谐中
铝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遥

在听取了中铝贵州企业领导班子的汇报后袁 吕
友清强调袁 贵铝在中铝公司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袁 过
去和现在都对中铝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
献遥 他充分肯定了 2006年中铝贵州企业生产建设尧

改革发展等各项工作袁 表示非常赞同常顺清总经理
对中铝贵州企业工作 野和谐发展袁 成效明显冶 的评
价遥 对中铝贵州企业认真贯彻总部一系列决策袁 依
靠自己力量解决生产建设尧 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表示赞赏袁 充分肯定了去年新班子上任以
来袁 团结一致袁 相互支持袁 共建和谐贵铝所取得的
成绩遥

吕友清高度评价了中铝贵州企业的各项工作遥
指出袁 中铝贵州企业克服了诸多困难袁 全面完成生
产任务袁 各项指标进一步好转袁 四电解等项目保质
保量如期完成袁 抓住了市场好机遇曰 高度重视安全

生产袁 不断探索新方法袁
抓出新成效曰 改革改制平
稳进行袁 党建和思想政治
工作尧 企业文化建设行之
有效袁 保证了企业和职工
队伍的稳定曰 和谐贵铝建
设卓有成效袁 为建设和谐
中铝探出了新路子袁 作出
了新贡献遥 他说袁 调研组
对中铝贵州企业的工作很
满意遥
吕友清认为袁 贵铝下

一步工作的思路是非常
清晰的遥 他指出2007 年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遥 中铝
公司作为中央企业中的骨

干企业袁 发展等各项
任务非常重袁 尤其是
安全生产任务更是艰
巨袁 要全方位全员全
过程地抓好安全生产遥
要高度重视稳定工作袁
加快发展袁 以优异的
成绩向党的十七大献
礼遥 他要求企业要进
一步抓好节能降耗减
排工作袁 抓好循环经济的试点工作袁 加强资源的保障
工作袁 深化改革袁 进一步推进后勤服务市场化尧 社会
化遥

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全
面汇报了今年中铝贵州企业各项工作袁 对企业的工作
作出了 野和谐发展袁 成效明显冶 的概括和评价袁 并从
生产发展尧 经营业绩尧 资源保障尧 技术创新尧 安全生
产尧 企业文化建设尧 和谐贵铝建设等方面作了详细汇
报遥

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对存续企业的工作情况作了
重点汇报袁 并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遥

厂尧 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何维尧 曹跃清尧 柳健
康尧 黎云尧 陈刚尧 谢青松尧 刘建钢尧 邹善能参加了汇
报会袁 并分别作了补充汇报遥

调研组还到四期电解铝生产现场进行了考察袁 并
参观了中铝贵州企业 野和谐贵铝尧 美好家园冶 美术书
法摄影展遥 （本报记者 王虞）

吕 友 清 到 中 铝 贵 州 企 业 调 研 时 指 出

和谐贵铝为建设和谐中铝带了好头

本报讯 11月 27日下午袁 省有色冶金工会
主席张鲁豫袁带领水城钢铁渊集团冤公司尧遵义铝
业公司尧贵钢尧七冶等单位的工会干部一行 11
人袁在围绕野团结动员职工为实现耶十一五爷规划
建功立业曰大力推进职工素质工程曰加强企业工
会建设袁激发基层工会活力冶等 6大项 21 小项
绩效目标考核贵州铝厂工会工作时袁 认为各级
工会工作目标明确袁安排细致袁落实到位袁成绩
显著遥

考核组先后听取了贵州铝厂工会主席陈刚
就中铝贵州企业生产经营尧 改制发展情况的介
绍袁许晓桥副主席关于叶二 00 六年贵州铝厂工

会工作的
总结曳袁电
解铝厂工
会尧及其
女 职 工

工作的情况汇报遥 并到电解铝厂一系列计算机
室尧四系列铸造车间袁碳素厂三焙烧车间开展实
地了解情况袁 认真查看资料等工作袁 还兴致勃
勃地参观了 野和谐贵铝袁 美好家园冶 职工书
法尧 美术尧 摄影展袁 所见所闻给他们深刻而美
好的印象遥

2006 年袁 贵州铝厂工会以邓小平理论和
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为指导袁认真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袁坚持党的领导尧落实野依靠冶方针袁以
促进企业和职工的和谐发展为中心袁 着力调动
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创造性袁 着力探
索现代企业制度下工会工作的方式和途径袁着
力帮助广大职工办实事尧解难事尧做好事袁着力
加强工会组织自身建设袁 在充分发挥广大职工
的主力军作用袁积极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稳定袁努
力实现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的和谐增进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遥 （张义）

省有色冶金工会系统工作绩效考核

贵 州 铝 厂 工 会 成 绩显 著

本报讯
截止 到 11
月 30日止袁

氧化铝厂共完成成品氧化铝
86071 吨袁 实产氧化铝 86168
吨袁完成了 11月份的任务遥

（赵光宇)

氧化铝厂

本报讯
11 月份袁电
解铝厂交库

铝锭 34845.23吨袁各项消耗指标
均取得好成绩遥 （杨柳）

电解铝厂

本报讯
截止 11 月
30 日袁热电

厂实现蒸汽产量 49.22 万吨袁
供汽量 30.64 万吨 袁 发电量
4138.027万千瓦时袁 转供电量
5342.782万千瓦时袁 圆满完成
11月生产任务遥 （肖荣丽）

热 电 厂

一尧厂尧分公司员工
擅自将公务车辆 叶通行
证曳 转借他人使用的袁一
经查获袁考核当事人当月
全部绩效薪金袁并通报批
评遥 叶通行证曳由分公司护
卫大队收回袁经厂尧分公
司领导批准方可返还袁由
此而影响正常工作的由
当事人负责袁造成案件或
事故的袁还应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相
应责任遥

二尧厂尧分公司员工
擅自将摩托车 叶通行证曳
转借临时工和其他人员
使用的袁一经查获袁考核
当事人当月绩效薪金
200元袁叶通行证曳由分公
司护卫大队收回袁并不再

返还或另行办证遥
三尧进出厂区的公务

车辆 叶通行证曳尧 员工的
摩托车 叶通行证曳 和其
他人员办理的 叶临时通
行证曳袁 因保管不慎造成
丢失的袁 须及时报告单
位相关管理部门和分公
司护卫大队遥 对 叶通行
证曳 丢失不报告袁 一经
查出该 叶通行证曳 是他
人在使用的袁 按擅自转
借他人使用处理遥

四尧所有进出厂区车
辆必须自觉接受门岗执
勤人员的检查袁对不服从
门岗执勤人员检查或强
行冲岗的人员袁 一经核
实袁属厂尧分公司员工的
考核当月全部绩效薪金遥
属外单位人员的车辆门

岗执勤人员有权收回所
发叶通行证曳袁并长期禁止
该车辆进入厂区遥

五尧临时送货尧提货
和确因厂区生产尧生活需
要袁 必须进厂的车辆袁可
在门岗用叶行车证曳或叶驾
驶证驶曳 等有效证换取
叶临时通行证曳后袁方可进
入厂区遥 出厂区时袁从原
路返回袁门岗执勤人员收
回叶临时通行证曳袁返还有
效证件遥

六尧供应部尧销售部尧
装备能源部等部门的长
期客户因工作需要进出
厂区的车辆袁凭叶供应专
用曳尧叶销售专用曳尧叶设备
管理曳特殊通行证可进出
厂区遥

七尧厂尧分公司没有
喷字牌的工艺车尧工程车
需要长期进出厂区的袁由
单位开具证明袁 并经厂
办尧 总经理办核实盖章袁
由护卫大队办理 叶工艺
车曳尧叶工程车曳通行证遥

八尧严格控制厂区行
车速度袁公务车和其他运
输车辆厂区行车速度不
得超过每小时 30 公里曰
工艺车厂区行车速度不
得超过每小时 15 公里曰
厂区道路上公务车尧运输
车等其他车辆与工艺车
会车时袁工艺车优先遥

九尧门岗执勤人员必
须严格检查进出厂区的
车辆遥对进入厂区车辆必
须检查叶通行证曳或叶临时
通行证曳是否与车牌号相

符曰对出厂车辆除了检查
叶通行证曳 或 叶临时通行
证曳外袁还必须检查所装
载的物资是否与叶物资放
行证曳 填写的内容相符曰
对不是拉运物资的车辆
出厂区门岗时袁也应要求
司机停车打开后背箱进
行检查遥

十尧所有出厂区门岗
的马车和带有工具箱的
摩托车袁必须自觉接受门
岗执勤人员的检查袁凡发
现有偷运和夹带厂里物
资的必须收回其办理的
叶通行证曳 或 叶临时通行
证曳袁 并按有关规定对其
处理尧考核袁涉及违法犯
罪的袁 移交公安机关处
理遥

十一尧分公司护卫大
队要加强对进出厂区车
辆的稽查袁对不遵守规定
的员工严格进行考核袁对
无证或借证进入厂区的
车辆坚决给予清理遥 同
时袁还要追查相关门岗执
勤人员检查不严或擅自
放行的责任遥

十二尧公安尧检察尧法
院尧工商尧税务尧安全尧环
保等执法尧 检查部门袁依
法执行公务的公用车辆袁
门岗执勤人员应给予放
行遥

十三尧邮政车辆运送
邮件需要进厂的袁门岗执
勤人员应给予放行遥

十四尧本规定从二 00
六年十二月一日起正式
实施遥

关 于 加 强 进 出 厂 区 车 辆
管 理 及 考 核 的 补 充 规 定

本报讯
截止 11 月 30
日袁 动力厂供

风 0.64亿立方米袁供水 180万
立方米袁供蒸汽 4.5万吨袁转供
重油 2400吨袁完成质量技术指
标 100%遥 （李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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