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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8
日袁 由贵州铝厂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检查组袁 在武装部副部长赵武胜的
带领下袁 到电解铝厂工作遥

检查组听取了该厂党委书记王润平尧 综合
治理工作负责人张忠对 2006 年工作总结汇报遥
检查组采取听取工作汇报尧 查看记录的方式袁
对部分车间的工作进行了抽查遥 通过检查袁 检
查组认电解铝厂在稳定员工思想尧 保一方平
安袁 切实维持生产尧 生活秩序等方面发挥了应
有的作用遥 检查组希望电解铝厂进一步加强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力度袁 为确保电解铝厂明
年生产任务的完成再做贡献遥 (龙良海)

电解铝厂

本报讯 12 月 19
日袁 厂综合治理检查组

对热电厂 2006年综合治理工作进行了检查遥
热电厂党委书记潘国栋向检查组作了情况

汇报 遥 2006 年袁 热电厂综治工作责任落实 袁
法制教育力度大袁 管理职责健全曰 被盗现象有

热 电 厂

所遏制袁 违法犯罪率为零曰 禁毒工作稳步开
展袁 没有新增吸毒人员遥 该厂党委副书记郭建
国向检查组提出了严格管理闲杂人等进出厂
区尧 严厉打击取缔生产现场小摊贩的建议遥 该
厂综合治理工作负责人向检查组作了工作汇
报袁 并请求相关部门联系地方政府袁 管理制约
周边地区收尧 销赃点遥

检查组负责人赵武胜说袁 热电厂综治工作
组织健全袁 防范工作长期坚持袁 禁毒尧 维稳尧
帮教工作均开展得颇有成效遥 他希望该厂在法
制教育上加强工作力度遥 渊肖荣丽冤

定目标袁 层层承包袁 把维护稳定和治安保卫工
作的任务落实到科室尧 队尧 站及每个岗位和个
人袁 全年未发生一起治安案件遥

检查组成员查看了台帐记录及有关资料袁
与有关人员进行了交谈遥 检查组认为房地产管
理中心领导重视袁 有政治敏感性袁 工作扎实有
效袁 措施得力可行袁 宣传教育有声有色袁 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取得实效遥 同时对中心今后
的综治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遥 渊王仙能冤

本报讯 12 月 19
日袁 厂综合治理检查组

对机械厂综合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遥
检查组查看了该厂关于开展普法教育活

动袁 预防火灾尧 重大生产责任事故宣传教育的
相关文件尧 资料袁 及吸毒人员帮教尧 临时用工
人员的档案和文字材料等袁 并到车间现场对工
业用药品使用尧 库房尧 值班点等重点部位进行
了查看遥 通过检查袁 检查组对机械厂开展综合
治理工作给予了肯定遥 渊王丽萍冤

机 械 厂
本报讯 12 月 21

日下午袁 厂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工作检查小组到房地产管理中心检查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遥

中心党总支书记陈柿丹向检查组成员汇报
了中心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遥 一年
来袁 房地产管理中心加强对要害部门尧 要害部
位的管理袁 按照责尧 权尧 利相结合的原则袁 确

房产中心

企业检查电解热电房产机械等单位综治工作
本报讯 12 月 21 日袁 厂和

分公司领导班子考察小组在贵州
铝厂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何维
的带领下袁 到一矿对该矿领导班
子及成员进行考察遥

何维要求考察小组对该矿领
导班子及成员在任期内的 野德能
勤绩廉冶 等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
评价袁 以便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更加自觉地接受组织的考察和
群众监督袁 不断地改进工作袁 进
一步搞好班子建设袁 增强班子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遥

一矿领导班子的四位成员结
合自己两年来的工作情况尧 分别
向大家作了述职尧 述廉报告遥 到
场的主管层干部尧 党风廉政监督
员和职工代表按要求对矿领导班
子和班子成员进行了测评 遥 另
外袁 考察组还与矿领导班子成
员尧 部分主管层干部和职工代表
进行了谈话遥

渊陈凤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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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氧化铝厂立足教育袁 着眼
犯范袁 通过转换党风廉政教育战略袁 创
新工作方式袁 走出了具有铝氧特色的党
风廉政教育之路遥

该厂除对每月一期的 叶党纪政纪学
习简报曳 进行改版袁 增设了 野企业之
风 冶 尧 野廉政论坛 冶 尧 野廉政警句 冶 尧
野廉政漫画冶 等栏目外袁 在 12 月份还创
办了 叶氧纪风曳 党风廉政教育宣传小
报袁 不但丰富了教育内容袁 还增强了党
风廉政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遥

该厂还结合 2006 年年初时制定的
叶氧化铝厂健全教育尧 制度尧 监督并重
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五大机制实施办
法 渊试行冤曳袁 以读廉文袁 倡廉政袁 学廉
文袁 促提高为活动目标袁 开展了历时半
年之久的 叶读书思廉曳 教育活动遥 通过
编专刊袁 写体会袁 搞交流袁 切实帮助广
大领导干部树立起了廉洁从业尧 增进团
结袁 服务企业袁 争创一流的思想观念袁
进一步推进了党风廉政教育工作向纵深
发展遥 渊赵清冤

氧化铝厂坚持走特色化党风廉政教育之路

本报讯 热电厂党委按照厂四次党
代会精神袁 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袁 提
出了 2007年的工作思路遥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遥 发动员工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
项工作袁 更好地服务改革发展大局遥 二
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厂四
次党代会精神袁 持续推动和谐热电建
设遥 三是落实好厂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党
建工作 野四五六冶 要求袁 着力创建 野四
好冶 领导班子袁 大力开展 野五好冶 党支
部竞赛活动袁 努力建设 野六先冶 党员队
伍遥 四是以提高队伍素养为目标袁 加强
员工政治素质教育袁 增强员工的创新意

识培育和创新能力建设袁 提高员工的文
明程度遥 五是加强企业理念尧 企业精神
的宣贯尧 渗透遥 广泛开展 野创建学习型
组织袁 争做知识型员工冶 等活动进一步
推进企业文化建设遥 六是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野两抓三制 冶袁
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尧 强化制约监督尧
加强制度建设袁 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
的思想道德防线遥 七是创新党建工作方
法遥 尝试建立党务公开制度袁 探索利用
厂内局域网作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阵
地遥 八是落实依靠方针袁 进一步抓好工
会共青团工作遥

渊黄升德冤

热电厂党委提出 2007年工作思路

本报讯 计控厂
认真贯彻落实分公
司 野十五 冶 和 野十
一五冶 科技工作指
导思想尧 方针和目标袁 充分发挥
广大员工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的
主观能动性袁 取得了显著的管理
和技术创新佳绩遥

多年来袁 计控厂明确了工作
重点之一就是全方位地开展技术
创新工作袁 大幅度提升了主体工
艺的仪表检测 尧 计算机自动控制
系统的装备水平 遥 自 2000 年以
来袁 共完成技术开发及技术改造
项目 128 项曰 成立项目组 128 个曰
约有 700 多人次参加曰 完成施工
工作量约 5800 万元曰 技术创新成
果通过省部级以上鉴定 13 项曰 获
省部级三等奖及以上的共 6 项 曰

形成了 4 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专利技术遥 如分厂独立承担的碳
素阳极一焙烧二系列技改自动控
制项目袁 从设计尧 编程到现场施
工尧 点火试车尧 竣工资料全过程袁
充分体现了项目管理规范 袁 技术
含量高袁 工作质量好的特点袁 得
到了主体厂和分公司的好评遥

计控厂长期把员工的学习和
创新能力作为核心能力来培养 袁
重视团队组织建设袁 制定好技术
能力发展的战略方向 ,不断推进测
控技术的进步遥 通过积极参与多
个分公司重点项目的实施 袁 一大
批出色的科技人才已具备了DCS

控制系统的自主开发能力和多种
PLC 控制系统的规模化和集成应
用开发能力遥 目前已在分厂各车
间组建一个简单尧 小型的技术开
发实验室遥 近两年来袁 分厂还开
展了两次科技论文征集活动袁 收
集论文6 4 篇袁 出版 野计控专辑冶
一 期 袁 1 5 篇 优 秀 论文 入 选
野 2 0 0 5 中国有色金属自动化
技术与应用学术年会论文集冶袁 并
举办了两届科技论文发表会遥 这
些活动的开展对加强分厂员工的
技术交流袁 提高员工技术创新能
力袁 推进分厂科技进步起到了积
极作用遥 (吴敏)

着力技术创新 培育核心能力

计控厂管理和技术创新工作成效卓著

本报讯 12 月 19 日袁 二
矿团委组织了一期团干尧 青安
岗培训班遥

总厂团委授课人分析了
企业共青团的现状袁 讲解了青
年岗位职业生涯导航计划活动
和青年文化活动遥通过学习袁团
干尧团员对青年文明号尧青年岗
位职业生涯导航计划等有了更
深的了解和认识遥 渊李良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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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袁 炉修厂各
党支部陆续召开 2006年四季度
群众座谈会袁 分厂四位领导分
别到各支部参加座谈遥

2006 年袁 炉修厂党委坚持
每周三 野领导接待日 冶和 野五必
谈尧五必访冶制度遥通过在各党支
部设置群众意见反馈箱和坚持
每季度召开群众座谈会袁调查了

解职工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袁听
取各岗位员工群众代表的建议遥
党委班子坚持对员工提出的建
议尧意见进行解决和解答 袁为职
工群众解决困难袁全年群众共提
困难及问题 156条袁现已解决落
实了 114条遥暂时不能解决和需
要长期解决的问题耐心向职工
群众进行解释遥 渊徐雪峰冤

炉修厂召开四季度群众座谈会

本报讯 到 12月 25 日袁 计
控厂完成了今年员工培训工作遥

今年以来袁 计控厂以增强
员工对新工艺尧 新技术 袁 新设
备的驾驭能力为重点 袁 选派优
秀员工到外接受培训和请进专
家进行学术交流袁 使员工对在
线设备做到 野看住尧 弄懂尧 能
修尧 会改冶遥 今年该厂共举办各
类培训班 16 期袁 培训人次 361
人袁 3 名中层干部参加分公司

举办的素质培训袁 48 人参加分
公司举办的机关一般管理人员
的综合整体素质及其他适应性
培训袁 6 名工程技术人员和 95
名生产操作类人员参加分公司
举办的员工综合素质培训遥 针
对技术难点袁 分厂全年外培 13
项袁 共培训 32人曰 全年完成特
殊工种取证尧 复审 9 人次袁 职
业技能鉴定 34人次袁 培训达到
了预期效果遥 渊吴敏冤

计控厂完成全年员工培训工作

本报讯 碳素厂检修车间
工会大力开展 野建争 冶 活动 袁
全年创效达 105万元遥
年初 袁 车间检修工会结合

设备维护范围广袁 修旧利废空
间大等特点袁 制订了活动规划遥

全年车间修复备件上千件袁 提
合理化建议 100 条袁 完成群众
性经济技术创新项目 11 项袁 以
员工名字命名的技术革新 10
项遥 全年涌现出张福堂等十多
名节约降本标兵遥 渊樊志冤

碳素检修“建争”活动创效 105万元

本报讯 2006 年 袁 热电厂
水化车间开展的 叶防止新老系
统阴尧 阳床树脂流失 曳 效能监
察项目袁 节约成本 29万元遥
去年 12 月始袁 车间新老系

统阴尧 阳床因树脂的流失袁 造
成酸碱消耗增加袁 制水量减少遥
为此袁 车间效能监察小组对 20
多台阴尧 阳离子交换器进行模

底调查遥 今年初袁 车间对新老
系统交换器进水装置进行改造袁
加装涤纶网套袁 已装防树脂流
失装置阴床 5 台袁 阳床 6 台 袁
经过 9 个月运行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遥 今年 1~10月份袁 节约阴
树脂 13 吨袁 阳树脂 12 吨袁 共
节约费用 29万元袁 有效防止了
树脂流失遥 渊邓隆龄冤

热电水化效能监察成效显著

左下图院12 月 23日袁热电厂工会野弈缘冶 围
棋协会以棋会友袁 众多会员在白云棋院与社会
各界人士交流切磋棋艺遥 图为协会副会长张刚
在比赛中遥 陈青松 摄

下图院 碳素厂机修车间电工班女职工克服
各种不利因素袁保证生产需求遥图为女职工在装
配电机遥 成萍 摄

左图院 机械厂金工车间团支部组织青年团
员学习厂四次党代会工作报告遥青年们表示袁要
以报告为指导方向袁努力学习袁为建设和谐贵铝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遥 段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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