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月 15日袁燕垅矿区地质勘探升级报
告通过专家评审遥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康尧贵州
省地矿局领导尧 一一五地质大队和分公司矿产资源
部尧计划企管部以及二矿领导与相关人员 50余人参
加了评审会遥

燕垅矿区铝土矿地质勘探升级袁 是为了满足分
公司氧化铝生产所需矿量和可持续发展袁 增加和提
升资源储量袁 为矿山进一步进行地下开采开拓延伸
提供地质依据而进行的项目遥由贵州省地矿局尧贵州
分公司矿产资源部尧及第二铝矿组成 6人专家组袁对
一一五地质大队提供的燕垅矿区地质勘探升级报告
和相关数据尧资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遥并对项目存在
的问题进行质疑和提问袁最后经专家汇总评估袁一致
通过燕垅矿区地质勘探升级报告评审遥 （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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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碳素厂一组装车间自
动线技改工程于 11月份投产袁投产当
月便取得了生产阳极组装块 5252 块
的好成绩遥

碳素
厂 一 组
装 车 间
自 动 线
经过调试袁11月份分厂正式下达生产
任务袁 车间要求操作人员和 TPM 小
组加强对设备的维护袁 做好紧固尧润
滑和调整袁针对设计缺陷袁进行攻关

改造曰 抓好电解质清理尧 涂石墨尧导
杆尧碳块自检尧浇铸和铁渣清理袁确保
产品质量袁坚持抓 5S 工作袁搞好清洁
生产遥 由于车间全力以赴投入自动线

生产 袁在
有 关 方
面 的 大
力 配 合

下袁他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袁解决
一个又一个问题袁 设备更趋合理袁产
量逐渐提高袁取得了满意的效果遥

(刘元瑞)

碳素一组装自动线
月 产 突 破 5000 块

本报讯 进入 12
月以来,电解铝厂紧紧抓
住年末最后时机,全力以
赴拼 35.8万吨产量遥

今年,电解铝厂生
产任务较重, 该厂加强
生产组织和工艺技术
的管理控制, 在稳定槽
况的基础上不断优化
指标, 千方百计让槽多
产铝遥 由于今年大修停
槽较多袁使产量受到一
定影响遥为此,电解各车
间在认真抓好在线槽
生产的同时袁 抓紧做好

大修槽的通电开槽工
作袁使 96台大修电解槽
在 12 月 1 日前全部成
功通电焙烧, 为完成全
年任务打下坚实基础遥
同时袁 该厂还全力抓好
四系列的开槽工作袁克
服 10 月 3 日意外事故
带来的巨大压力袁 最终
实现了开满槽遥目前袁电
解铝厂广大员工正奋力
拼搏袁确保 35.8 万吨产
量的完成遥截止到 12月
18日，该厂已完成铝锭
产量 345167吨。（杨柳）

电解铝力拼 35.8 万吨

本报讯 12月 14日袁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
主席尧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袁在贵州省委常
委尧 省总工会主席龙超云袁 省总工会党组书
记尧副主席赵铁军袁副主席殷明华的陪同下袁
到中铝贵州企业进行考察调研遥考察后袁孙春
兰认为袁 贵铝领导班子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和
能力袁实现了企业改革稳定发展袁厂工会在提
高职工素质尧维护关爱职工尧扶贫帮困等方面
做得很不错袁劳动关系和谐袁中铝贵州企业走
出了一条企业和谐发展的路遥

14日下午 2时袁由孙春兰率领袁中国能
源化学工会主席尧分党组书记张成富袁全总
办公厅和全总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组成的调
研组一行 5人袁来到中铝贵州企业袁受到贵
州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顺
清尧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尧党委副书记何维
和工会主席陈刚的热情欢迎遥孙春兰一行听
取了常顺清尧周利洪尧陈刚等中铝贵州企业
领导关于企业改革发展尧生产经营尧建设和
谐贵铝和工会工作创新等方面工作的情况
汇报袁并在常顺清尧周利洪尧何维尧陈刚的陪
同下袁参观了企业展示中心尧贵州分公司电
解铝厂铸造四车间和电解八车间遥孙春兰指

出袁贵铝这样一个老国有企业袁不仅实现了改
革发展袁而且在此过程中始终能考虑到企业
发展与职工利益袁始终保持了稳定袁这反映了
企业领导班子有很强的能力和责任意识遥 对
于贵铝领导班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袁提出
的野天蓝尧地绿尧人和尧业兴冶的企业发展目标袁
她表示非常
赞同袁认为企
业走的是科
学发展的路
子 遥 孙春兰
说 袁 企业党
委尧行政十分
重视和支持
工会袁企业工
会工作做得
很不错袁特别
是在提高职
工素质尧维护
职工权益尧坚
持职代会制
度尧扶贫帮困
等方面都做

得很好袁企业劳动关系和谐袁贵铝在企业和谐
发展方面走出了自己的路子遥 她希望企业工
会要进一步搞好工会组织的自身建设袁进一
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袁让工会组织在企业发
展中的作用发挥得更好袁也衷心祝愿中铝贵
州企业发展得更好遥（本报记者董建宇）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春兰到中铝贵州企业考察调研后称赞：

贵铝走出了一条企业和谐发展之路

本报讯 12月 14
日上午袁厂尧分公司在
图书馆多功能厅联合
召开安全工作会议袁
贯彻落实中铝公司安
全工作会议精神袁要
求各单位切实落实安
全责任袁 继续开展隐
患排查整改袁 抓好安
全工作袁 确保实现岁
末年初安全生产遥

厂尧 分公司领导
常顺清尧周利洪尧曹跃
清尧柳健康袁及厂尧分
公司机关各部 渊处冤
室尧 各二级单位主管
安全工作的负责人和
安全尧计划尧企管等有
关科室人员参加会
议遥

会上袁 贵州铝厂
副厂长曹跃清传达了
中铝公司关于认真学
习吕友清副总经理在
公司职业健康安全和
环境委员会电视电话
会上讲话的通知袁并
全文传达了吕友清副
总经理在此次会议上
所作的题为 叶汲取事
故教训袁 强化隐患治
理袁 抓好岁末年初安
全工作曳的讲话遥

贵州分公司副总
经理柳健康回顾总结
了今年以来中铝贵州

企业安全工作袁认为生产形势喜人袁但
安全工作有退步现象遥 就如何抓好下
一步安全工作袁柳健康要求袁各单位各
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工作袁 把安全工
作作为日常管理袁持续改进袁实实在在
地抓好遥柳健康强调袁要切实抓好现场
安全管理袁并从抓好全员安全教育尧安
全责任的落实尧 重大危险源点的辩识
和控制尧危险品管理尧厂区秩序整顿尧
特种专业设备管理尧 理顺计划外用工
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了要求遥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在会上

作了重要讲话袁 对安全工作提出了统
一思想认识尧强化基础工作尧抓住关键
问题尧全面狠抓落实的要求遥 他要求袁
各级组织要把认识统一到以人为本尧
安全发展上来袁 持之以恒地抓好三大
管理体系运行曰 对于重大危险源尧边
坡尧堡坎尧运矿公路尧赤泥坝要加强监
管袁对于油库尧交通车尧液化气尧幼儿园
等也要加强安全管理曰 各单位要动员
起来袁 打击偷盗袁 保卫自己的劳动成
果曰教育全体员工袁搞好综合治理曰要
建立健全制度袁加大科技投入袁抓住源
头袁重在治本袁防范事故的发生曰要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袁 继续抓好安全隐患
的排查和整改遥 常顺清希望大家要高
度重视安全袁思想不能麻痹袁认真抓好
岁末年初安全生产袁 使明年工作有个
良好开端遥

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主持会议袁
并在总结讲话中要求袁 各单位各部门
安全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袁 要和具体
实际相结合袁 做到全方位全过程的全
员参与袁确保安全生产遥

（本报记者 董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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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15日中午袁 首批满载中铝贵
州企业职工捐赠物资的大货车顺利到达贵州省
民政厅救灾物资仓储中心遥

12 月袁根据省总工会尧省民政厅的安排部
署袁经贵州铝厂党委研究袁决定在中铝贵州企业
集中开展一次野送温暖尧献爱心冶社会捐助活动遥
厂尧分公司各级工会积极组织实施袁广大职工发
扬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袁纷纷慷慨解囊袁踊跃向
灾区人民献爱心袁 以实际行动为构建和谐社会
做出了贵铝人应有的贡献遥 此次活动有
16359名职工渊含离退休尧内退职工冤参与袁
共捐款 96668 3元袁捐赠衣被 34192件袁折
款达 979717元遥 (赵吉科)

中铝贵州企业开展 2006年救灾捐赠活动

本报讯 厂团委于 12月 5日至 8
日对厂尧 分公司 24家单位基层共青团
组织进行野晋级达标冶检查时袁要求中铝
贵州企业共青团工作在四个方面要有
新作为袁做到思想建团袁活动促团袁文化
兴团袁基础强团遥

这次野晋级达标冶检查目的是及

时掌握了解一年来基层共青团工作
新情况袁总结提炼基层团组织工作的
新思路尧新方法袁为明年中铝贵州企
业共青团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袁推动
野学习型尧 服务型尧创新型冶团组织建
设尧促进基层团建工作向野规范化尧科
学化尧标准化冶迈进打好基础遥厂团委

副书记李锐在检查中要
求袁 各二级单位团组织
在今后的工作中袁 要以
厂第四次党代会精神为
统揽袁 不断延伸共青团

工作领域袁拓展共青团工作空间袁着力
在把握前进方向袁推动思想建团曰探索
活动载体袁推动活动促团曰满足青年需
求袁推动文化兴团曰扎实组织建设袁推
动基础强团等四个方面有新作为袁为
中铝贵州企业共青团工作来年再上新
台阶作出新的贡献遥 （冉袁川）

思想建团 活动促团 文化兴团 基础强团

厂团委要求团组织四方面要有新作为

本报讯 12月 13日袁 热电厂对新系统 9号尧10
号炉袁7号尧8号机野DCS冶数据控制系统进行了全面
升级换代遥

热电厂新系统野DCS冶数据控制系统自 2000年
投用以来袁已连续使用六年遥 日前袁借 9号炉尧7号机
大修的机会袁热电厂将新系统机炉野DCS冶数控系统
进行了全面换代更新袁计算机主机尧显示屏尧键盘全
部更换袁更换后的数控设备为目前行业领先水平袁容
量大袁兼容性好遥 且显示屏换成液晶显示后袁有效地
避免了楼下配电室对显示屏的磁化遥 （肖荣丽）

热电厂新系统机炉数据
控制系统全面升级换代

本报讯 氧化铝厂
克服潮湿气候给生产
带来的困难袁 抢晴天袁
战雨天袁狠抓生产五大
平衡袁 全厂同心向 102
万吨生产任务冲刺遥
原料车间袁加强对破碎
机尧取料机以及皮带输
送系统的操作尧 维护尧
以及检查和消缺袁精心
组织矿石的破碎和储
运袁确保了每天生产用
矿遥 石灰炉车间强化操

作袁 努力提高 CO2 浓
度袁 为提高产量实现碱
的平衡创造了条件遥 配
料车间在满足生产的前
提下袁 制备高铝硅比生
料浆袁 为 2裕烧成窑挂
窑皮提供了合格料浆遥
面对生产存在的困难袁
该厂正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袁 力保日作业计划的
完成袁 为顺利实现 102
万吨的生产任务奋力拼
搏遥 (赵光宇)

氧化铝冲刺 102万吨
房地产管理中心认真贯彻

落实总厂领导提出的 野房地产
办证工作要有突破性进展冶的
要求袁 把房产办证工作作为
2006 年中心工作重中之重来
抓袁 使房产办证工作有了实质
性的进展袁房屋测绘工作
已全部完成遥 中铝贵州企
业约有 13000 多购房户
需办理产权证遥现已办理
了 7000多户,力争年底完
成 8000 户的取证工作遥
与此同时袁房地产管理中
心还努力为职工及家属
创建优美舒适尧鸟语花香
的生活环境遥 茶余饭后袁
无论人们漫步在十里铝
城的塔山公园尧 源山公
园袁 还是漫步在浓荫夹
道尧 灯光点缀的生活区袁
都能看到鲜花簇拥袁群芳
争奇夺艳袁 树木浓郁袁芳
草青青的美好景色遥

这一串串成绩的背
后袁凝聚了房地产管理中
心员工辛勤的付出与汗
水遥 房改工作政策性强袁
工作千头万绪遥既要为前
来咨询的住户解疑释惑袁
又要协调解决提出的实际问
题遥 让住户高兴而来袁 满意而
去遥办理野三证冶程序复杂袁工序
繁多袁 每办理一户产权证需要
经历 60多道工序袁 经过 40个
人才能完成遥 收取住户各种证
明材料袁审核后计算房款尧土地

收益金尧填写有关单据尧与住户
签订购房合同尧附红线图尧填写
契税证尧市场准入证尧复印有关
资料尧归档曰另一方面还需入户
对房屋面积测绘结果的检查袁
到总厂厂办尧人事处尧分公司总

经理办尧 人力资源部盖
职工房改接轨资料公
章尧 报送相关资料给白
云区房改办尧财政局尧房
监所尧 贵阳市房改办等
噎噎工作涉及面广尧工
作量大尧情况复杂尧遗留
问题和需要协调的部门
多袁 同时还需要住户的
理解尧配合和支持遥为了
让住户早日拿到 野三
证冶袁中心多次召开会议
认真研究部署有关事
宜袁 将总工作量层层分
解到小组和个人遥 办证
之初只有 4个人袁 难以
完成巨大的工作量袁就
从机关科室尧 队尧 站抽
人袁 现办证的工作人员
有 35人分 9个小组遥 大
家只有一个心愿袁 早日
让住户拿到野三证冶遥 参
与此项工作的同志常常

放弃休息日袁加班加点袁挑灯夜
战袁 默默无闻的认真干好每项
工作袁 科长张希志高烧 40度袁
仍然坚守岗位袁安排指挥工作袁
协调各方关系袁 接待前来咨询
的住户遥 多名同志生病期间也
放弃休息袁坚守（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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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捐赠物资正在装车遥 渊肖春生 摄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