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006 年 12月 29 日下午袁 贵州
铝厂老年大学在贵铝演剧院举办迎新年文
艺演出袁 辞旧迎新袁 载歌载舞喜迎 2007 年
新年遥

贵州铝厂工会主席尧 厂老年大学校长

陈刚观看了演出遥 受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
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和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的委
托袁 陈刚代表厂党委尧 厂尧 分公司向全厂中老年
朋友致以新年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遥

演出分比赛节目和表演节目袁 来自老大学的

11 个教学班 尧 400 多名学员参加和观看了演
出遥 整台演出始终洋溢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袁
充分展示了中老年学员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遥
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遥

渊本报记者 肖春生 摄影报道冤

贵州铝厂老年大学举办迎新年文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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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5 日袁 氧化铝
厂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会议袁 安排
部署中共十七大尧 省十大党代会代
表推荐工作遥

该厂党委书记尹平传达了省国
资委关于代表推荐的有关文件和贵
州铝厂党委副书记何维的讲话精
神遥 按照要求袁 该厂党委书记尹平
对该厂的中共十七大尧 省十大党代
会代表推荐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部署遥 渊赵光宇冤

本报讯 12 月 25 日袁 电解铝
厂召开支部书记会议袁 迅速落实贵
州铝厂党委安排部署中共十七大和
中共贵州省十大代表推选工作遥

中共十七大和中共贵州省十大
代表推选工作袁 是电解铝厂 700多
名党员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遥 为此袁
该厂党委要求党务办公室和各党支
部要通力协作袁 自上而下袁 自下而
上袁 对推选代表工作要做到" 三上
三下 "袁 仔细推敲 袁 了解推选代表
的具体情况袁 按贵州铝厂党委的时
间要求袁 完成好代表的推选工作遥

( 龙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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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去年 12 月 29 日袁 石
灰石矿工会组织广大员工开展迎新
年趣味体育活动遥
为办好本次活动袁 在团组织的配

合下袁 矿工会从项目设定尧 时间地
点和器材等方面做了精心准备遥 在
去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袁 员工们做

完当日的工作袁 带着一年的收获袁
满怀喜悦的心情袁 纷纷参与到活动
中来遥 野同心协力齐步走冶 衡量团
队合作和整体协调能力曰 野小岛求
生记 冶 则表现了参赛者的合作技
巧 遥 阵阵欢笑声使活动现场乐融
融遥 渊刘宏飞 赵萍)

石灰石矿开展迎新年趣味体育活动

本报讯 为了营造喜迎新年的
良好氛围袁 丰富职工群众的文化生
活袁 服务中心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举行了一次迎新年文体活动遥

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尧 经理赵连
刚在活动开始前向全体职工表示了

新年的祝福袁 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
勤工作袁 祝全体职工新年快乐遥 各
单位和机关的职工们进行了集体跳
绳尧 夹球走等项目的比赛遥 场上欢
声笑语不绝袁 展示了服务中心职工
良好的精神风貌遥 渊舒琦冤

服务中心举行迎新文体活动

本报讯 为增强操作人员的技
术水平 ,去年 12 月 28 日 袁 华阳公
司工会在焙烧车间厂房内举办了员
工 野提高技能我先行冶 的电葫芦操
作对抗赛遥

比赛由成型尧 焙烧车间各派 8
名电葫芦操作人员袁 组队进行个人

和团体对抗赛遥 比赛要求人员按规
定的路线进行吊物行走遥 对抗赛历
时 3 个小时结束袁 并评出个人奖三
名和团体奖一名遥 此项活动既活跃
了公司喜迎元旦的节日气氛袁 又提
高了员工的技术技能袁 同时袁 增强
了公司的团队精神遥 (孟旋子)

华阳公司开展电葫芦操作对抗赛

本报讯 去年 12 月 27 日袁 中
坝金塘北街恢复通车后袁 房产中心
绿化卫生站立即组织人员对该片区
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进行突击清
理遥

前一时期由于道路改造袁 车
辆不能通行袁 造成生活垃圾和建筑

垃圾堆积袁 家属区的卫生状况受到
影响遥 道路开通后袁 卫生站立即组
织人员到现场清理遥 员工们顶着寒
冷毛毛细雨袁 将垃圾清理的干干净
净袁 并由中心建安队派车将其运
走遥 她们此次共清理垃圾四车袁 受
到广大住户的好评遥 渊王仙能冤

营造干净整洁生活环境

房产中心突击清理垃圾迎节日

本报讯 去年 12 月 27 日 袁 机
械厂召开 野迎新年冶 座谈会遥 各党
支部书记尧 部分车间主任尧 科长袁
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尧 劳动模范尧 技
术能手尧 团支部书记尧 员工代表参
加了座谈会遥

与会人员就 2006 年厂尧 分公
司以及机械厂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袁 对厂尧 分公司勾画的 野天蓝尧
地绿尧 人和尧 业兴冶 的美好愿景充

满了信心遥 参加座谈会的人员还结
合本职工作就如何搞好 2007 年的
生产尧 管理尧 技术创新袁 以及党建
等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遥
该厂厂长石连军尧 党委书记蔡民主
感谢全厂干部尧 职工在 2006 年生
产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勤汗水和无私
的奉献袁 并祝福干部尧 员工及家属
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尧 万事如意尧
家庭和睦遥 渊徐丽 王丽萍冤

机械厂召开“迎新年”座谈会
本报讯 2006 年袁 电解铝

厂结合生产线长袁 点多面广 袁
综合治理复杂多样的特点袁 依
靠广大员工的积极参与袁 充分
发挥民兵护厂的优势袁 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袁 切实做好厂区
治安防范工作取得好成效遥

截止去年 12 月底袁电解铝

厂在护厂民兵的有效打击和广
大员工参与努力下袁 从违法盗
窃分子手中截获各种铝产品 30
余吨袁挽回经济损失价值 60 余
万元曰从生产现场抓扣尧并教育
和驱赶出厂的非法人员达 1417
人次袁43 名违法盗窃分子被移
交公安机关处理遥 渊董成方冤

电解铝厂综治工作取得好成效

本报讯 迎新春首届贵铝
野网协杯冶 网球比赛于去年 12
月 23 日至 25 日在贵铝文体活
动中心网球场举行遥

本次比赛由贵州铝厂职工
体育协会主办袁 贵铝网球协会
承办 袁 历时 3 天 袁 有 30 名网
球爱好者报名遥 经过 74 场比
赛袁 决出了男单尧 女单尧 男双
等 5 个组别的冠军遥 网球运动
是一项极好的休闲健身项目 袁

它兼有健身尧 休闲尧 社交尧 娱
乐等多种功能 遥 去年 12 月 13
日厂工会作为贵州省职工文化
体育协会的团体会员袁 被授牌
为 野贵州省职工文化体育协会
网球分会 冶遥 厂工会和厂职工
体育协会将进一步普及和推广
贵铝的网球运动袁 通过举办和
开展各种形式的网球培训尧 交
流尧 比赛等活动袁 让这项高雅
运动百姓化遥 渊聂宝生冤

厂网球协会举办“网协杯”比赛

本报讯 电解铝厂合金车间
围绕扁锭生产实际袁 有效地开展
野我为建设节约型企业做贡献 冶
效能监察工作袁 取得好成绩遥

2006年初袁 车间针对生产任
务品种多袁 设备老化故障频繁等
情况袁制定了效能监察工作项目袁
并将技术创新尧提高熔炼炉尧保持
炉的保温效率尧减少热量损失尧轻
油管路维护检修尧 提高员工节能
意识的教育等方面作为活动中的
保证措施加以实施遥 截止去年 12
月底 袁 车间完成扁锭生产 10000
余吨袁扁锭产品合格率达到 92豫遥
节约轻油 1.12kg/t袁取得 36076 元
的经济效益遥 渊乔亚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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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 石
灰石矿举行 2007 年
全员安全承诺签名活
动袁 以庆祝实现连续

12年安全 野零事故冶遥
矿长陈玉凯率先在

野安全第一袁 预防为主袁
综合治理冶 的大字横幅

上签名袁员工纷纷签名袁
以此作为迈向下一个
野零事故年 冶 目标的起
点遥 渊刘宏飞 赵萍冤

石灰石矿进行安全承诺签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