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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止 12 月 25日袁计控厂完
成定检 17522台件袁抽检 585 台件袁在线
运转合格率尧抽检合格率尧周检合格率尧
标准器具周检合格率等各项指标均达目
标值以上袁 较好地全面完成了全年各项
生产任务遥

今年以来袁 计控厂严格做到了检修
及时袁 质量可靠袁 特别是对重要岗位尧
关键部位的仪器仪表尧 控制装置尧 计算

机 DCS 系统加强管理袁 高度重视袁 确
保了现场在线测量设备的可靠运行袁 同
时还狠抓各项基础管理工作袁 全面完成
了全年的仪表检定尧 抽检任务袁 并及时
完成了各种故障检修遥 加大科技攻关力
度 袁 全年顺利完成了计控厂办公楼大
修 尧 2006 年氧化铝挖潜改造尧 计控厂
2006年仪表设施改造等 28 个大修尧 更
改及研发项目遥 （吴敏）

计控厂全面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本报讯 截止 12月 25日袁热电厂完
成蒸汽产量 554 万吨袁 比去年同期增加
12万吨曰发电突破 4.5亿度袁同比增加 0.6
亿度袁两项产品产量均创历史纪录袁提前
六天全面完成全年生产任务遥

2006 年袁热电厂根据野安全 尧平稳尧
经济尧有序冶的生产运行管理总目标袁进
一步强化安全环保主体责任落实袁 加强

生产工艺条件的稳定和控制袁 强化基础
管理工作袁 加强生产运行与设备检修的
沟通袁突出了生产组织的计划性遥在设备管
理尧科技创新上狠下功夫袁全年主要设备完
好率尧综合设备完好率均比去年大有提高遥
全年平稳供汽袁安全可靠发供电袁为氧化铝
突破百万吨大关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
件遥 （肖荣丽）

本报讯 12 月 21 日 袁厂 尧分公司
联合下发文件袁就 2007年元旦放假作
出安排院2006 年 12 月 30 日 尧31 日照
常公休袁2007 年 1 月 1 日放假一天 袁
2007 年 1月 2 日上班遥 文件还对抓好
元旦节期间安全工作提出了具体要
求遥 （本报记者）

厂、分公司下发
元旦放假通知

氧化铝厂并全体员工：
正当贵州分公司广大员工为全面实现

野五年见成效冶目标奋力冲刺之际袁欣闻氧化
铝厂于 12 月 23 日胜利完成了 100 万吨产
量目标袁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遥喜讯传来袁群
情振奋遥在这令人欢欣鼓
舞的时刻袁特向氧化铝厂
全体员工致以最热烈的
祝贺尧最诚挚的问候和最
衷心的感谢 !

氧化铝厂自 1978 年 7 月 1 日一期工程
建成投产以来袁历经二十八载雨雪风霜袁走过
了一段不平凡的建设发展历程遥 经过坚持不
懈的努力袁终于在 2006年 12月 23日达到了
年产量 100万吨的目标袁 创造了氧化铝生产

的新纪录袁实现了铝氧人多年来的梦想袁在中
国铝业贵州分公司的发展史上树立起了一块
重要的里程碑遥这是铝氧人的骄傲 !是中国铝
业贵州分公司的自豪 !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袁 新的发展目标在向
我们召唤袁 更加光荣而
艰巨的任务等待着我们
去承担遥 分公司希望氧
化铝厂全体员工再接再

厉袁乘势而上袁与时俱进袁开拓创新袁为氧化铝
生产更上层楼袁为谋求企业的更大发展袁再书
新篇袁再创辉煌 !

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
二茵茵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贺 信

本报讯 12 月 25 日下午袁氧化铝厂办
公大楼旁彩旗飘扬袁锣鼓喧天袁一派喜气洋
洋遥该厂在这里隆重召开庆功大会袁庆祝该
厂 2006 年氧化铝产量突破 100 万吨大关 遥
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康 尧黎云 尧谢青松 尧刘
建钢等领导带着贵州分公司的贺信到会祝
贺遥

会议由该厂党委书记尹平主持遥该厂厂
长王奎简要回顾了氧化铝厂为实现百万吨
产量目标所做的工作遥 他说袁2006 年 12 月
23日氧化铝产量达到 1000941吨袁迎来了突
破百万吨大关的辉煌时刻袁这是几代铝氧人
盼望已久的日子袁标志着铝氧生产能力迈上
了新台阶袁他代表分厂领导班子向分公司各
位领导尧向大力支持氧化铝生产的各兄弟单
位和铝氧全体员工表示衷心感谢遥

受常顺清总经理的委托 袁分公司副总
经理谢青松宣读了贺信 袁向在这次历史性
突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氧化铝全体干部 尧
员工表示诚挚的问候和热烈的祝贺 遥分公

司副总经理柳健康在讲话中袁肯定了该厂
上下共同奋斗 袁取得的骄人成绩 袁指出今
年 100 万吨的突破 袁为明年该厂任务的完
成尧 为铝氧今后的发展创造了好的条件 袁
打下了好的
基础 遥他说袁
横向比较中
国铝业 6 大
氧化铝厂 袁
我们还要不
断 创 新 求
强 袁 铝氧生
产的指标优
化尧成本 尧能
源消耗的进
一步降低等
一 系 列 工
作 袁 使铝氧
生产任重而
道远 遥 他指

出 袁氧化铝产量突破 100 万吨袁鼓舞了企业
广大员工士气袁激励大家乘势而上袁为构建
野天蓝尧地绿尧人和尧业兴冶的和谐贵铝再立新
功遥 （赵光宇）

氧化铝产量突破 万吨
氧化铝厂隆重召开庆功大会 分公司领导到会祝贺

本报讯 12月 15日袁 分析测试中心正式获得了
中国国家实验室认可委颁发的认可证书遥 这把全球
承认的野金钥匙冶标志着分析测试中心袁具备了按有
关国际认可准则开展分析检测服务的技术能力遥 其
发布的检测报告将受到国家承认袁达到野一次检测袁
全球承认冶的效果遥

2005 年分析测试中心提出了通过国家实验室
认可的目标袁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精心组织袁 充分准
备袁于 2006 年 9 月正式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专家的
现场评审袁并于本月正式获得认可证书遥分析测试中
心的检测实力在得到国内尧国际承认的同时袁将进一
步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技术服务和可靠的技术保障袁
为促进企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遥 （李冬梅）

分析测试中心获国
家实验室认可证书

本报讯 截止 12月 25日袁 二矿完成
供矿 48万吨袁为年计划的 109%袁创建矿供
矿历史新纪录遥 剥离 40万立方米袁采矿完
成 30万吨袁均为年计划的 100%袁民矿收购
20 万吨袁 为年计划的 181.8 %袁 降成本
352.69万元袁安全生产实现野五个零冶目标遥
以麦坝尧 猫场为主体的接替矿山工作发展
顺利遥

从年初开始袁二矿结合实际袁紧紧围

绕生产经营和成本控制为中心袁 以加快
接替矿山建设为第一要务袁 以企业文化
建设为先导袁努力提高员工素质袁全力推
进现代化管理袁以野五个零冶为目标袁确保
安全袁克服设备老化尧任务重尧天气影响
等诸多不利因素袁积极采取对策和措施袁
基础管理工作纳入日常的管理轨道遥 创
建野四好冶班子袁班子成员做到谋大局尧讲
发展袁形成和谐的班子遥 (唐平)

二矿完成供矿再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12 月 21 日

下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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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
贸实业总公司调研遥

工贸总公司总经
理王永奎就 2006 年
五项重点工作完成情
况向两位领导进行了
汇报遥 周利洪厂长首
先充分肯定工贸总公
司一年来取得的成
绩遥 他说袁 工贸总公
司是贵铝最早接触厂
外市场的单位袁 长期
的磨练袁 锻炼和培养
了一支素质较高尧 工
作能力较强的职工队
伍 遥 在今后的工作
中袁 工贸总公司一是
要转变观念袁 不能存
在 野等尧 靠尧 要冶 的
思想遥 二是要良性运
转袁 要及早发现问题
及早处理遥 三是要看
准项目稳步发展袁 把
优势资源向优势产品
倾斜遥 四是要加强管
理袁 要在外部环境发
生变化的同时发生变
化袁 向管理要效益 遥
五是要继续抓职工队伍建
设遥 六是要立足中铝贵州
企业袁 积极去开拓和发展
厂外市场遥

厂党委书记常顺清对
2007 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

内工贸总公司的重点工作
提出了三点希望和要求 院
一尧 要转变观念袁 要有新
思想袁 求得新发展 遥 贵州

分公司氧化铝尧 电解
铝产品产量的大幅度
增加袁 使大修维护和
更新改造等业务量相
应得到增加袁 在这样
的条件下袁 工贸总公
司是有较好可发展空
间的遥 要本着把工贸
野做实尧 做强尧 做活冶
的原则袁 按照存续企
业要 野服务主业求生
存 袁 配套主业谋发
展冶 的指导思想袁 抢
抓机遇袁 积极主动地
为上市公司做好服
务袁 去争取更多的厂
内市场遥 二尧 精诚团
结尧协调发展遥要在建
设四好班子的基础
上袁 进一步搞好干部
队伍建设遥三尧理顺关
系袁加强管理遥要在发
挥总公司和分公司两
个积极性的基础上 袁
按照大权集中袁 小权
分散的原则袁 推动各
项管理工作再上新台

阶遥 常顺清表示袁在今后的
工作中袁 上市公司将本着
野互动双赢袁共建和谐贵铝冶
的原则袁一如既往地关心和
支持工贸总公司各方面的
工作遥 （龚凤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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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袁 记者
从有关方面获悉 袁
省国资委决定在全
国公开招聘遵义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一名遥

据悉袁 将公开
招聘的这名副总经
理袁 为分管公司经
营 管 理工 作的 高
管袁 要求应聘者具
有经济类相关专业
学历袁 熟悉铝产品
工 工 艺流程 及 特
点袁 掌握市场营销
相关知识尧 法律法
规及铝产品市场状
况袁 有丰富的管理
经验遥应聘者须有在国有

大型企业中层正职以上
职位尧 中型企业领
导职位或大型企业
中层副职任职三年
以上的经历等遥 应
聘者年龄一般在
45 周岁以下 袁特别
优秀的可适当放
宽袁但不超过 50周
岁遥 应聘报名时间
为 2007 年 1 月 15
日至 1 月 25日袁地
点在省政府大院 5
号楼 3 楼 337 号办
公室遥贵州铝厂尧贵
州分公司的职工报
名须到厂人事处 尧
分公司人力资源部

查遥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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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0 日袁由国土资源部尧国家环保
总局组成的国务院野整顿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冶检
查组在省政府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袁到一矿检查工作遥

上午 10点袁检查组一行驱车来到五龙寺东露天
排土场袁实地查看了矿区复垦及生态恢复情况遥一矿
党委书记颜永聪介绍了一矿在开展矿产资源保护尧
矿山复垦绿化和矿区环境治理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工
作遥 检查组对一矿所做的工作称赞不已袁并评价说袁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尧矿区生态恢复方面袁中铝公司
在全国是做得最好的袁最有名的袁今天在矿山亲眼所
见袁确实做得不错遥 （陈凤鸣）

国务院整顿矿产开发秩
序检查组到一矿检查

本报讯 2006年袁 在贵州
铝厂的正确领导和贵州分公司
的鼎力支持下袁 华阳公司广大
员工努力工作袁奋力拼搏袁产品
销量稳步上升遥 截止 11月份袁
共销售产品 37727 吨袁 实现销
售收入 4310 万元袁完成利润 103 万
元袁 提前一个月实现了全年利润百
万元的突破遥

2006年初袁华阳公司在中铝贵
州企业野坚持互动双赢袁建设和谐贵
铝冶的氛围中袁确定了今年的工作重
点和思路袁积极依托分公司求生存尧
谋发展遥 公司充分发挥其综合生产

能力和产品的多样性是省内同类企
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袁 以提高糊料
产品质量尧站稳糊料市场为举措袁争
取阴尧阳极碳块定单袁拓展阴尧阳碳
块产品市场遥 今年二季度袁在总厂领
导的关心尧 支持和分公司销售部的
协调尧 沟通下袁 华阳公司与云南东
源尧凯里阳光尧息峰铝厂等企业签定

了碳块购销合同曰 并在碳素厂的鼎
力相助下袁 年初对成型高楼部进行
技术改造袁 稳定和提高阳极产品质
量袁为客户提供可靠尧满意的服务 袁
从而稳定了产品销量袁 使公司生产
得以持续尧稳定的进行遥

2006 年 5-10 月份袁 公司优质
电极糊销售占同期糊类产品销量的

55.6%袁 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袁
大大提高了公司的赢利能力遥
1-10 月产品产量较上年全年
增加 52.8%袁 销量增加 58.2%袁
工业总产值增加 47.1%遥 1-11
月份共销售电极糊产品 17900

吨袁铁合金炉专用碳块 773吨袁为分
公司生产阳极碳块 15270 吨袁 销售
阳极钢爪保护环 178400 副遥 据悉袁
该公司焙烧车间已于近日完成了
22006.19 吨的碳块焙烧生产袁 实现
了 2.2 万吨产能袁 为公司全面完成
2006年生产经营任务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遥 (谢东滨)

互动双赢促发展 建设和谐见效益

华阳公司利润突破百万元

本报讯 12月 25日袁 中铝公司青年工作检查组
一行 3人袁 到中铝贵州企业检查调研 野与祖国共奋
进袁与中铝同发展冶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遥

厂党委副书记何维对检查组表示欢迎并介绍了
近几年企业的共青团工作遥 检查组一行到电解厂电
解四车间尧工贸华光服装厂尧计控厂尧热电厂燃运四
班等四家团组织进行了调研袁 并对中铝贵州企业的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渊冉袁川冤

总部青年工作检查组到贵铝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