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氧化
铝厂积极响应上级向灾

区捐赠的号召袁 工会各级组织认真组织开展
野向灾区献爱心冶 活动袁 职工纷纷进行自发捐
赠袁 向灾区人民献上一片爱心遥 据统计袁 此次
活动袁 该厂共计收到捐款 14990元袁 衣物尧 棉
被等 3187件 渊套冤遥 渊陈扬冤

氧 化 铝 厂

本报讯 11 月 29
日,电解铝厂积极响应冶

关于开展社会捐助月活动的通知冶精神,号召全
厂员工开展向灾区献爱心活动遥仅一上午,全厂
3127 名员工向灾区捐款 14208 元, 捐物折款
158930元,共合计捐款 173138元遥 渊谢露梅冤

电 解 铝 厂

本报讯 碳素厂近
日安排部署了 野向贫困

献爱心捐助冶 活动遥 由于组织到位尧 措施得
力袁 仅用了 4天时间袁 完成了捐助任务遥 全厂

碳 素 厂

名员工参与了帮扶捐助活动袁 捐款达 5398元袁
捐助各类过冬棉毛衣物 1216件遥 渊马博男冤

本报讯 自 11 月 20
日起袁 机械厂员工积极

向困难群众送温暖献爱心遥 爱心在职工中传
递袁 暖流在群众中汇集遥 截止 24日袁 536 人
共捐赠棉衣尧 棉被尧 棉裤 1355件袁 折合人民
币 32260元袁 捐赠现金 590元遥 渊王丽萍冤

机 械 厂

本报讯 动力厂精
心安排和部署袁 积极组

织员工开展社会捐助活动袁 广大员工积极捐款
捐物遥 截止 11月 28日袁 共有 363名员工参加
了捐助袁 共捐款物折合人民币 24590元袁 其中
衣物 811件袁 折合人民币 24330元遥 渊郭颖冤

动 力 厂

本报讯 运输厂党
委组织职工开展扶贫济

困送温暖活动袁 广大职工纷纷献上自己的一片
运 输 厂

爱心遥 截止 11月 27日袁 该厂 270人参加了捐
赠活动袁 共捐款人民币 2195 元袁 捐赠过冬衣
物 635件袁 折款人民币 14660元遥 渊张莉冤

本报讯 11 月 28
日袁 水电厂开展的 野送

温暖尧 献爱心冶 活动袁 得到了全厂干部员工
的积极响应遥 该厂共有 211名员工捐了款袁 捐
款物资折款合计人民币 10770元遥 渊王晓群冤

水 电 厂

本报讯 一矿于 11
月 23 日组织开展向灾

区送温暖尧 献爱心捐赠活动遥 全矿 298名在岗
员工参加了捐赠遥 共收到捐款人民币 4847元遥
衣物 133件袁 折合现金 5320元遥 渊陈凤鸣冤

第 一铝 矿

本报讯 汽车公司
积极开展了扶贫济困捐

赠活动遥 截止 11月 28日袁 该公司共收到在册
员工 364人尧 外聘员工 11人捐赠的各类衣物

汽 车 公 司

784件尧棉被 32床袁折款人民币 24230元曰捐款
2670元遥 捐赠款物合计 26900元遥 渊智刚冤

本报讯 根据厂尧 分
公司关于社会捐助活动

的通知袁 石灰石矿于 11月 23日开始捐赠遥 两
天时间内袁 该矿共收到捐款 4297元袁 御寒物
资折款 4250元袁 捐赠率达 100 %遥 (刘宏飞冤

石 灰 石 矿

本报讯 为完成扶
贫济困捐助活动袁11月

27日袁 工贸总公司举行捐款仪式遥 公司有 320
人参加了捐款袁捐款金额达 2910 元曰捐赠衣物
903 件袁衣物折款合计 27090 元遥 渊龚凤凌冤

工贸总公司

本 报 讯 11 月 28
日袁 华阳公司组织开展

了 野送温暖尧 献爱心冶 捐助活动遥 公司员工积
极响应袁 伸出援助之手遥 活动共有 91人参加袁
捐赠衣物 138件袁 捐款 371元遥 渊孟旋子冤

华 阳 公 司

厂和分公司各单位向灾区群众送温暖献爱心

本报讯 近日袁 厂
工会检查组到氧化铝厂

检查职工之家建设及工会基础工作遥
检查组听取氧化铝厂工会的工作汇报袁

抽查了焙烧尧供排水两个车间分会的工作遥检查
组要求该厂工会各级组织要紧扣创新工作思
路袁抓住重点袁开展富有特色尧灵活多样的学习
活动袁把野建家冶各项工作引向深入遥 渊陈扬冤

氧 化 铝 厂

本报讯 11 月 28
日袁 厂工会主席陈刚带

检查组对碳素模范职工小家建设进行了检查遥
检查组听取了四个车间的职工小家建设的

工作汇报袁 查看了各种工作记录台帐遥 陈刚主
席认为碳素厂模范职工小家建设基础工作扎
实曰 野创争冶 活动重在抓职工教育培训曰 活动
内容丰富袁 扎实有效曰 创新性强袁 有特点曰 部
署工作切合实际袁 针对性强遥 渊马博男冤

碳 素 厂

本报讯 12 月 1
日袁 厂工会建家工作检

查小组到机械厂检查工作遥
检查组查看了该厂工会工作台帐记录尧

资料尧 档案等袁 到铸造尧 中心试验室等车间查

机 械 厂

厂务公开尧班组野职工小家冶的建设情况遥检查组
认为该厂工会各项基础工作开展扎实有序尧相
关制度完善尧具有创新意识遥 (王丽萍)

本报讯 11 月 29
日袁 厂工会检查组检查

验收动力厂工会全年建家工作遥
检查组一行在听取汇报后袁 查看了该厂厂

务公开尧 组织机构及建设情况袁 并到锅炉尧 空
压车间各班组检查了工会活动及建家情况遥 通
过检查袁 检查组对该厂工会工作给与了充分肯
定袁 并就今后工作提出了希望遥 渊李喜祥冤

动 力 厂

本报讯 11 月 28
日袁 厂工会主席陈刚带

领检查组袁 对炉修厂工会工作进行检查指导遥
检查组听取了炉修厂工会尧 检修分会建家

活动总结汇报袁 查看了各类记录和原始台帐袁
深入车间尧 班组检查建家活动开展情况遥 陈刚
对该厂工会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遥 渊徐雪峰冤

炉 修 厂

本报讯 11 月 28
日袁 厂工会检查组到第

一铝矿检查建家工作遥
检查组到第一采剥队尧 运输车间班组袁 对

第 一 铝 矿

基层分会工作进行了检查遥 检查组认为袁 矿工
会工作一些经验值得总结袁 一些好做法应发扬
光大遥 检查组对矿工会工作中资料收集整理尧
规范准确记录等提出了指导意见遥 渊陈凤鸣冤

本报讯 11 月 27
日袁 厂工会检查组到工

贸实业总公司进行工作检查遥
检查组采取提问袁 翻阅资料台帐袁 并到实

地查看等形式袁 对该公司工会工作进行了解和
检查遥 检查组认为袁 该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工会
工作袁 组织机构健全袁 两级工会组织工作思路
清晰袁 态度积极热情袁 工作扎实袁 重点突出袁
特色明显袁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遥 渊龚凤凌冤

工贸总公司

本报讯 11月 30日
下午袁 厂工会检查组到

房地产管理中心检查建家工作遥
听取总结汇报 和到实地检查后袁 检查组

认为袁 房产中心工会工作深得党政支持袁 制度
健全袁 工作扎实袁 节约小家建设富有成效曰 劳
动竞赛开展广泛袁 巾帼建功在岗位活动有实
效袁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袁 工会干部培训力度
大袁 关心帮扶职工做得好遥 渊周平冤

房 产 中 心

厂工会检查组检查各单位工会基础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
叶企业工会工作条例 渊试行冤曳袁11
月 24日袁厂工会在文化宫举办了
一期学习贯彻叶条例曳培训班遥
培训由省总干校教研室主

任尧 高级讲师刘咸铭授课遥 他对
叶条例曳 起草的背景及其重要意
义尧重要条款内容及释义尧执行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应注意的
事项袁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遥

厂工会主席陈刚与厂工会机
关有关干部尧厂尧分公司各单位工
会主席尧群工办渊党群办冤主任袁负
责工会组织建设尧 民主管理的干
事尧 部分车间工会主席等 70余
人参加了培训遥 渊张义冤

厂工会举办学习贯彻《条例》培训班

本报讯 动力厂在开展野巾帼
创新在岗位冶立功竞赛活动中袁将
岗位练兵尧技能比武尧提合理化建
议等相结合袁建立了完善的生产尧
工作尧学习考评制度遥

空压车间空压二班 2#尧
3# 两个空压站袁 新增的设备由
国外进口袁 操作程序指示全是英
文字幕袁 改造后的设备都是计算
机及 PLC 技术操作控制袁 通过
开展岗位练兵尧 技能比武袁 使女
职工对设备操作自如遥 供水车间
4# 水泵房担负着四期电解铝生
产用水的冷却和供给袁 该班组通

过岗位练兵尧一事一培等形式袁努
力学习设备检修维护知识袁 达到
了操检结合的要求袁 保障了生产
用水的稳定供给遥 锅炉车间 8月
份五台锅炉连续运行后袁 在用水
量急增的情况下袁 需要水化一班
对连续运行的锅炉进行供水补
给曰 水化一班全体员工重新学习
操作规程和工艺规程袁 在操作技
能上下功夫袁清洗过滤器尧加大反
洗强度尧协调好设备运行方式袁还
开展了野提高水质尧降低盐耗尧保
证三台锅炉用水冶劳动竞赛袁使工
作上了一个新台阶遥 渊郭颖冤

动力厂开展“巾帼创新在岗位”活动

本报讯 碳素厂二焙烧车间
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在 11
月 28 日对该车间 6台天车进行
专项检查时袁 发现 E320101天车
主滑块磨损等 5 项设备故障隐
患袁 立即签发了 野工会小组劳动
保护检查员整改建议书冶袁 并立
即得到了整改遥

该车间工会长期坚持开展劳
动保护监督检查工作袁 每月配合
车间安全员至少开展两次以上的
全面或专项的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工作遥 工会小组长作为工会小组
的劳动保护检查员袁 他们本身就
是生产一线的员工袁 劳动保护监
督检查工作时刻都在进行袁 如在
工作中发现有员工不正确穿戴劳
动保护用品袁 会立即进行纠正曰
发现存在设备故障等安全隐患袁
会立即向班长或值班长进行汇
报袁 要求立即进行整改遥 通过工
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的负责任
的工作袁 为该车间保持良好的安
全态势做出了贡献遥 (杨茂林冤

碳素厂二焙烧车间工会

开展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本报讯 年初以来袁 电解
铝厂电解五车间扎实开展 野降
低效应系数尧 降低槽电压袁 从
而降低直流电单耗冶 效能监察
工作袁 到十月份袁 直流电单耗
同比降低了 38.9KW.H/TAL袁
降低成本费用 60余万元遥

今年初该车间确定了 野降
低效应系数袁 降低槽电压从而
降低直流电单耗冶 为效能监察
和技术攻关项目袁 提出了效应

系数小于 0.1 次/槽.日袁平均
电压小于 4.10V 的控制目标遥
在日常工作中从技术和管理
上狠抓落实袁同时坚持每季度
对项目开展情况进行一次总
结反馈袁调动了员工参与的积
极性遥 至十月份袁效应系数完
成为 0.08 次/槽.日袁平均电压
为 4.138V袁分别比去年同期降
低了 0.07 次/槽.日和 0.012V,
取得了明显成效遥 渊张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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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9尧 30日下午袁 二矿在
矿属九个单位开展了以 野人人参与 共同享
受冶 为主题的企业文化建设知识竞赛活动遥

这次竞赛活动的内容涉及分公司 叶员工
守则曳 等内容遥 30 日下午袁 五支代表队通
过比拼袁 机电车间一举夺魁袁 供矿车间屈居
亚军袁 机关三支部以微弱的优势险胜燕垅工
区袁 获得了第三名遥 通过竞赛活动袁 进一步
加强了员工职业道德自律教育袁 提高了全体
员工的职业道德标准遥 渊王全新冤

二矿开展 野企业文化知识冶 竞赛

本报讯 12月 24日袁 石灰石矿召开技
能大赛表彰会袁 对 06 年度员工技能大赛取
得优异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遥
会上袁 矿班子成员向参加分公司和矿内

技能大赛的 13个工种尧 一个专业的 31名优
胜者及优秀组织单位分别颁奖遥 矿大赛委员
会主任尧 副矿长周斌向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
祝贺袁 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并号召全矿员工
以他们为榜样袁 进一步提高职业素质袁 为企
业的生产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遥 (刘宏飞 )

石灰石矿表彰技能
大赛先进集体和个人

本报讯 11月 23日袁 电解铸造四车间
发起捐款倡议袁以帮助车间员工李荣刚同志遥

李荣刚两年前确诊为慢性白血病袁 现病
情加重急需治疗遥 由于李的爱人无工作袁 长
子患先天性癫痫病袁 次子正读小学袁 家庭生
活全靠李一个人袁 家庭生活陷入困境遥 车间
员工看到倡议书后袁 踊跃捐款袁 截止 11月
27日袁 已经捐款 2337元遥 渊杨通信冤

四铸造开展爱心帮扶活动

荩11 月 28日上午袁 五幼团支部带
领七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联合白沙关社区
共同开展了 野整脏治乱袁 爱护环境冶 系
列活动遥 刘叶 摄

茛近日袁 计控厂党委组织两批干部
到省博物馆观看纪念长征胜利 70 周年
展览袁 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袁 继承
弘扬长征精神遥 张楠/文 何志生/摄

为丰富员工业余生活袁 11 月 20
日碳素厂举行了棋类比赛遥 比赛设象
棋尧 围棋和女职工跳棋,120人参加了比
赛遥 图为象棋比赛的情景遥 马博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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