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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年之际袁碳素厂传来喜讯院该厂全体
员工艰苦奋斗袁 奋力拼搏袁2006 年共完成碳素制品
261971吨袁超目标 26911 吨遥

2006 年袁碳素厂面对阴极订单不足尧沥青供应
紧张等困难袁制定了加大管理力度袁提升产品质量袁
赢得外部市场订单的方略遥 该厂先后对一成型车间
成型机振台尧二成型车间沥青系统尧三成型车间强力
冷却机进行技改袁大力进行提高煅烧温度攻关袁整体
提升焙烧温度遥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袁有效提升了阴阳
极质量遥不仅保证了电解生产的需要袁还首次突破外
销阳极 52939 吨的大关遥 渊索绍愚冤

碳素厂：浓墨重彩写华章

本报讯 2006 年袁 电解铝厂员工再次续写辉煌
篇章袁全年产量突破 36 万吨大关袁以 36.2678 万吨
的交库产量创下历史新高袁其中合金尧扁锭尧精铝尧线
杆等高附加值产品 64341 吨袁占总产量 17.74%遥 铝
锭质量尧电流效率尧阳极毛耗尧吨铝直流电耗等各项
技术经济指标均亦创下历年最好成绩遥

2006 年袁 电解铝厂加大工艺技术控制尧 技术
改造攻关尧 新产品的研发力度袁 以降本增效为重点
的各项工作持续稳步向前推进袁 精铝攻关取得突出
进展袁 分期分批实现四期电解 288 台槽的全面投
产袁 老系统全年满负荷运行袁 保持了新尧 老系列生
产平稳袁 高效运行遥 从 8月份开始袁 该厂连续 5 个
月产量突破 3 万吨大关袁 12 月份袁 更创下了 3.67
万吨的好成绩遥 渊廖潇蕾 杨柳冤

电解铝：年产突破 36万吨

本报讯 2006 年 12 月
29 日袁 贵州铝厂工会在文化
宫会议厅召开 2007 年宣传教
育工作会袁 安排部署 2007年
工会宣传教育工作遥

会上袁 厂工会女工部部长
贾山代表工会总结了 2006年

宣传教育工作袁提出了 2007年
工会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和措
施遥会议对 2006年度工会宣传
报道先进单位和个人袁以及野和
谐贵铝袁美好家园冶职工书法美
术摄影展尧野当好主力军袁 建功
十一五冶 立功竞赛征文等活动

获奖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遥
厂工会主席陈刚对广大工

会宣教干部尧工会通讯员和获奖
的先进个人和单位取得的成绩
表示热烈的祝贺袁 并从准确定
位袁 形成和谐奋进的共同思想曰
教育引导袁不断提高职工综合素

质等五个方面袁 对 2007年宣传
教育工作提出了要求遥

厂尧分公司各二级单位工会
负责人尧群工办人员尧获奖人员
代表和厂党办尧组织部尧宣传部尧
团委尧分公司企业文化部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遥 渊董建宇冤

厂工会部署 2007年宣教工作

本报讯 2006年 12 月 27 日下
午袁贵州铝厂尧贵州分公司在电解铝
厂联合召开了 2005耀2006 年班组建
设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遥

贵州铝厂副厂长曹跃清袁 贵州
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康尧谢青松袁厂
和分公司有关部渊处冤室负责人袁各
二级单位主管此项工作的领导和科
室负责人袁 优秀班组长及部分车间
主任近 300人参加了大会遥 曹跃清
主持大会遥

电解铝厂厂长龚春雷尧 动力厂
空压车间主任周文义以及氧化铝厂
烧成车间喷托泵班班长陈品林尧碳
素厂一组装车间工频炉班班长王吉
昌尧 贵铝工贸总公司华光服装厂成
衣班班长张言尧 热电厂锅炉车间运
行工段三班班长袁强和贵州铝厂服
务中心客运部客运三班班长周建刚
作了经验交流发言遥

柳健康宣读了厂尧 分公司关于
表彰 2005耀2006年优秀班组及优秀

班组长的决定遥 大会表彰了荣获厂尧 分公司
2005耀2006年优秀班组及优秀班组长称号的
工贸华光服装厂成衣班尧 热电厂锅炉车间运
行三班等 57个班组袁以及张言尧袁强等 57位
班组长袁还对荣获中铝公司 2005 年度优秀班
组和优秀班长称号的服务中心客运部客运三
班尧氧化铝厂烧成车间喷托泵班等 9个班组袁
周建刚尧陈品林等 7位班长进行了表彰遥

谢青松回顾总结了 2005耀2006 年厂尧分
公司班组建设工作袁 并从指导思想尧 工作目
标尧 工作重点等三个方面介绍了今后班组建
设的基本思路袁 希望在厂和分公司发展进程
中袁班组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袁为实现野天蓝尧地
绿尧人和尧业兴冶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渊董建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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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06年 12月 28日上午 ,在省
总工会于省委礼堂召开 的 2006 年 野六大
活动冶 总结表彰大会上 ,贵州铝厂尧 中国
铝业贵州分公司荣获省总 野建功立业大竞
赛冶 活动优胜企业及 野和谐企业大评比冶
活动先进单位称号袁 厂工会荣获省总 野温
暖万家大帮扶冶 活动先进单位称号袁 电解
铝厂维修钳工封凌荣获 野百万职工大练
兵冶 优胜个人称号遥

省委常委尧 省总工会主席龙超云尧 省
总党组书记尧 工会副主席赵铁军尧 副主席
殷明华袁 和省文明办尧 省发改委尧 省教育
厅尧 省科技厅尧 省国资委等 10 个部门的
领导出席会议袁 并为 2006 年 野六大活动冶
的先进单位 渊集体冤 和先进个人颁奖遥

又讯 近日袁 贵州铝厂工会荣获 野贵
州省工会财务工作先进单位冶 称号袁 厂工
会主席陈刚获 野贵州省工会财务工作荣誉
积极分子冶 称号遥

2006 年 12 月 22 日袁 受省总的委托袁
贵州省有色冶金产业工会主席张鲁豫向贵
州铝厂工会主席陈刚颁发了 野贵州省工会
财务工作先进单位冶 奖牌和 野贵州省工会
财务工作荣誉积极分子冶 证书遥 渊张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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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尧家属同志们院新年好浴
在满怀喜悦辞别旧岁袁迎

来 2007年新的曙光之际袁我代
表党委和厂尧分公司领导班子袁
非常高兴地通过厂有线电视向
全体员工尧内退职工尧离退休人
员和家属袁向集体企业的职工尧
向参加我们各项技改工程建设
的设计尧施工单位的朋友们袁致
以新年的祝福和节日的问候浴
刚刚过去的 2006 年袁是厂和分
公司在应对挑战中奋力拼搏袁
在抢抓机遇中持续发展的一
年遥在过去的一年里袁我们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尧六
中全会精神袁 以科学发展观统
揽企业改革发展全局袁 胜利地
召开了企业文化建设推进会尧

科技管理创新大会和厂四次
党代会袁生产经营业绩突出袁
技术改造成绩斐然袁 党的建
设全面加强袁 精神文明和企
业文化建设再谱新篇袁 和谐
贵铝建设迈出新步袁 互动双
赢成效瞩目遥 过去的一年里袁
我们励精图治袁创新求强袁万
众一心袁团结拼搏袁战胜了各
种困难袁 氧化铝产量再创纪
录袁首次突破百万吨大关袁达
到 102.4万吨袁实现了历史性
的跨越曰 电解铝在困难中拼
搏奋进袁 已经实现 36 万吨曰

碳素生产突破 26万吨曰销售收入
稳步增长袁80 亿元的既定目标已
经达到曰经营成果丰硕袁实现利税
26亿元曰 科技创新成效显著袁改
革管理不断深入袁 员工队伍和企
业素质在发展中不断得到提升袁
分公司荣获了 野中国最具信用价
值企业冶称号袁跻身于野中国制造
业 500强冶袁名列 358位遥 贵州铝
厂以励精图治尧创新求强的精神袁
坚持野服务主业求生存袁配套主业
求发展冶的战略袁抢抓机遇袁积极
寻求发展项目袁10 万吨铝合金熔
铸项目已开工建设袁野油改汽冶项
目通过了可行性研究袁 发展方向
进一步明确袁 参与市场竞争的能
力得到加强袁 超额完成了总部下
达的利润指标遥同时袁大力实施生

活区绿化尧美化尧亮化工程袁用全
员的智慧和辛劳袁 营造了良好环
境遥

为此袁我代表党委和厂尧分公
司领导班子袁向厂尧分公司各级管
理人员袁广大职工和家属袁向关心
中铝贵州企业改革尧 发展和稳定
的离退休老同志和内退职工袁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浴

2007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新局面的重要一年袁 也是贵
州分公司实现持续跨越式大发展
和贵州铝厂实施新方略尧 图谋新
发展的重要一年遥新的一年袁充满
着新的机遇新的挑战袁 孕育着新
的希望新的收获遥 党的十六届六
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指导思想尧 目标任务和工
作原则遥 厂四次党代会确定了中
铝贵州企业今后 4 年的指导思
想尧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袁绘就了
建设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冶的和谐
贵铝的宏伟蓝图遥 这是我们贯彻
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袁是
我们继往开来袁 创建世界一流企
业尧 打造贵铝百年老店的重要战
略目标袁 是中铝贵州企业全体员
工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遥
在新的一年里袁 我们一定要以更

加昂扬的斗志袁更加饱满的热情袁
更加科学的态度袁 更加务实的作
风袁团结一致袁万众一心袁开拓前
进袁加快和谐贵铝建设的步伐遥

抢抓机遇袁 又好又快发展是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
求袁也是贵铝人的共同心声袁优势
互补袁 互动双赢是贵铝人的共同
期盼袁建设和谐贵铝袁打造百年老
店是二万六千多名贵铝人的共同
愿望遥对中铝贵州企业的持续尧快
速协调发展袁 对贵铝人生活环境
的改善尧生活质量的提高袁我们都
有一份浓厚的感情和重大的责
任遥在新的一年里袁我们要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铝
公司工作会议精神袁 倍加顾全大
局袁倍加团结和谐袁努力践行社会
主义荣辱观袁 人人以主人翁的精
神袁热爱我们的家园袁建设我们的
家园袁爱护我们的家园遥

我坚信袁 只要我们心中时刻
装着二万六千多名贵铝人袁 牢固
树立一切为全体贵铝人谋福祉的
观念袁 以真理和人格的力量团结
广大员工迎接和战胜艰难险阻和
各种挑战袁经过几年的努力奋斗袁
我们勤劳尧智慧尧勇于攀登的贵铝
人必将用自己的双手袁再创奇迹袁
再谱新篇袁贵铝的明天会更美好浴
最后袁 祝大家工作顺利袁 身体健
康袁新年愉快袁合家欢乐浴

（二 OO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贵 州 铝 厂 党 委 书 记
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总经理

一、1 月 1 日，中共贵州铝厂委员
会、贵州铝厂、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联合
发文，确定“坚持互动双赢 建设和谐贵
铝”为中铝贵州企业各项工作的指导思
想。1 月 18 日至 19 日，贵州铝厂贵州
分公司联合召开八届五次和一届四次职
工代表大会。2月 24日，中铝贵州企业
召开 2006年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8
月 30日，中铝贵州企业在二矿召开企业
文化推进现场交流大会。10月 25日，贵
州铝厂、贵州分公司召开第三次技术创
新管理创新大会。11 月 16 日，贵州铝

厂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常顺清同志当选
为党委书记。

二、4 月 20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协会会长康义到贵州分公司电解铝厂参
观考察。5 月 17 日，省老领导张玉环在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晓东陪同下，到贵
州分公司四期电解铝参观。6月 13 日，
中国铝业董事石春贵和部分股东代表来
到贵州分公司参观访问。6月 14 日，中
铝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敖宏率领总
部调研小组到中铝贵州企业工作调研。7
月 12日，印度北安恰尔邦(下转第二版冤

2006年中铝贵州企业重大新闻
本报编辑部选编

2006 年 12 月 29 日上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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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党
委副书记何维袁 副厂长曹跃清一行袁 在厂党委宣传
部尧厂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尧厂建筑公司等负责人的陪
同下袁对电视采编尧网络传播及塔山公园观景塔的建
设情况进行了调研检查遥 渊本报记者摄冤

本报讯 新年第一天袁小雨浸润着大地袁
氧化铝厂员工脸上洋溢着 102万吨的丰收喜
悦袁又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袁以忘我
的工作和拼搏迎接新年的到来遥

上午九点袁 氧化铝厂副厂长何在平来到
原料尧石灰炉车间袁检查矿石破碎尧倒运情况遥
在二溶出车间袁张巨等员工忙碌着调整流程袁
车间副主任彭玉成说院野通过彻底清洗进出料
管袁降低了机组的压力遥 新年第一天袁我们二
溶出和一溶出车间都同时将进料量提高到了
440立方米/小时冶遥

在氧化铝厂每个岗位上袁 都能看到员工
们辛勤劳动尧奋力拼搏的身影遥新年第一天生
产平稳有序袁顺利实现了提产目标遥渊姜文卓冤

本报讯 新年第一天 , 寒风凛冽 , 细雨菲

菲遥电解铝厂一派繁忙景象袁电解员工用辛勤的
汗水和饱满的工作热情迎接新年的来到遥

一大早袁 四系列厂房内袁 阳极叉车来回穿
梭遥 4149#槽旁袁天车吊着一块新极缓缓放向槽
内袁员工李德海尧陈熊熊站在槽旁顶着高温挥动
铁铲不停块向槽内加块遥为保证槽况平稳袁工区
长和员工一起操作尧监测槽况变化袁当班员工一
丝不苟测试电解槽温度袁 认真填写着新年第一
组数据遥 铸造一车间厂房内袁6063 合金棒闪着
银光徐徐下线遥为保证大量原铝的消化袁一尧二尧
三铸造车间 20KG 锭铸机 24 小时双机运行保
生产遥 渊杨柳 廖潇蕾冤

本报讯 2007年的第一天袁 碳素厂共生产
阳极组装块 663 吨袁阴极制品 60 吨袁实现了新
年生产开门红遥 渊下转一四版中缝冤

广大员工辛勤工作迎新年

常顺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