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第一版冤
元旦当天袁 碳素厂各

生产车间处处呈现出一派
繁忙的景象遥 煅烧炉上熊
熊燃烧的火焰迎来了火红
的 2007 年曰加工车间的铣
床上袁碳块来回的舞蹈着曰
浇铸线上美丽的铁花照亮
了员工们喜洋洋的脸庞 遥
碳素厂各岗位员工认真负
责尧恪尽职守袁以饱满的热
情尧 昂扬的斗志迎接新年
的到来遥 渊王冰棱冤

本报讯 2007 年第一
天一大早袁 热电厂厂长陈
阳就来到生产调度室 袁察
看生产动态遥 在供电主控
室袁锅炉尧汽机集控室里袁
员工们仔细监护设备运
行遥 由于所有的大修都在
新年之前完成袁 节日这天
所有停运的主体设备均处
于备用状态袁 生产马力十
足遥 再加上节前消缺扎实
到位袁 节日当天热电厂未
安排任何检修员工加班遥
食堂员工忙碌一早上 袁为
员工们准备了丰盛的节日
饭菜遥节日当天袁热电厂生
产秩序井然遥 渊肖荣丽冤

本报讯 华阳公司员
工在 2007年的第一天里袁
积极工作在各自岗位上 袁
用辛勤的劳动喜度元旦遥

元旦这天袁 公司总经
理杨启立尧党总支书记仝
勇来到成型尧焙烧车间的
生产岗位袁看望生产一线
员工 袁 询问当班生产状
况遥 公司各岗位员工遵章
守纪袁严格按野两化冶标准
精心操作袁保证了生产的
正常运行遥 渊谢东滨冤

本报讯 1 月 1 日早
晨袁 大雾弥漫的矿山在机
器的轰鸣声中醒来遥 第一
铝矿生产一线的员工们顶
着刺骨的寒风奋战在自己
的岗位上袁 用辛勤的劳动
迎来了 2007年的第一天遥

银厂坡矿新建选矿场
上袁早已准备好足够的矿
石 遥 装载机铲斗上下翻
飞 袁 不停地为工艺车装
矿遥 九架炉采场上袁各种
机器的轰鸣声交织在一
起袁奏响了矿山新年的第
一首交响曲遥 一矿领导班
子全体成员一大早就来
到各生产现场袁看望慰问
加班员工遥 当天袁一矿向
氧 化 铝 厂 供 高 铝 矿
1143.75 吨袁完成剥离 916
立方米遥 渊陈凤鸣冤

本报讯 元月 2 日 袁
新年首个工作日袁石灰石
矿又投入了紧张的生产
供矿 遥 副矿长周斌率生
产尧安全等相关管理部门
对生产工作现场进行了
巡查遥

上班后袁 矿属各单位
召开了简短的收心会遥 当
日袁该矿员工们工作情绪
饱满袁各项生产工作有条
不紊地进行遥 渊刘宏飞冤

本报讯 2007 年 1 月
2 日袁新年上班的第一天袁
炉修厂各岗位员工以饱
满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遥

1 月 2 日袁该厂厂部及
时召开了干部会议袁安排
布置生产任务和安全工
作遥 扎固车间召开了收心
会袁 组织了安全学习 曰筑
炉 尧 大修车间在电解厂
2236裕尧1126裕尧3202裕 等
施工现场进行砌筑尧焊接
作业曰大修车间抽调技术
骨干袁对 2210裕 槽底母线
进行补焊抢修 遥 生产调
度尧安全员及工程技术人
员坚守在生产现场袁保证
安全生产遥 渊徐雪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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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袁由贵州铝厂厂办
公室尧生产技术外尧公安处
等组成的安全检查组检查
了贵阳白云铝工业设备制
造厂袁 认为该厂安全工作
重点放到事前预防上袁做
到了防患于未然遥 渊池莹冤

本报讯 元旦节前袁工
贸总公司机关工会组织机
关 30 余名职工举行了野迎
新年袁促和谐冶职工趣味活
动比赛袁 公司党政领导也
参加了活动遥 趣味活动活
跃了公司职工业余文化生
活袁 加强了部室之间的交
流袁 增进了职工之间的友
谊遥 渊龚凤凌冤

本报讯 近日袁二矿召
开会议袁正式启动了青年岗
位职业生涯导航计划袁并表
彰奖励了在第三届员工技
能大赛中取得前三名的 12
名员工遥 渊王全新冤

本报讯 2006 年 12
月 29 日上午袁贵铝第五幼
儿园全体师生与家长开展
了野家园共迎新年冶联欢活
动遥活动中袁孩子尧家长尧老
师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游
戏尧 共同制作了各种美味
食品遥 渊苑江冤

本报讯 为一步提高
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救
援技能袁近日袁运输厂电务
段组织员工进行了消防知
识培训与演练遥 渊周云香冤

本报讯 为迎接新一
年的到来袁 氧化铝厂电气
一站 2006 年 12 月份积极
开展节约型小家活动袁创
效近 2万元遥 渊孙建峰冤

本报讯 2006 年 12
月 27 日袁碳素厂第二焙烧
车间举办培训班袁 对该车
间的 30 余名班组长和生
产骨干进行了标准量化知
识培训遥 渊杨茂林冤

本报讯 2006 年 12
月 28 日 ,机械厂开展义务
劳动 , 各车间员工将厂区
内道路尧花园尧车间内外打
扫地干干净净袁 迎接元旦
的到来遥 渊王丽萍冤

本报讯 2006 年 袁氧
化铝厂一分解车间效能监
察项目确认袁 全年修旧利
废放料阀 24 个袁 槽壁阀
17 个袁累计回收氢氧化铝
55 吨进入流程 袁 总价值
10.68万元遥 渊王甸刚冤

本报讯 2006 年 12 月
28 日袁氧化铝厂管焊车间
组织员工进行野整脏治乱冶
大清除活动袁将厂房内外尧
各班组休息室门窗和水沟
渠打扫得干干净净袁 清运
生活尧工业垃圾 5吨袁以崭
新的面貌迎接 2007 年元
旦节遥 渊刘良斌冤

本报讯 最近袁电解厂
合金车间接到分厂指令 袁
为遵义玉隆铝厂生产母线
140吨遥 车间积极组织袁按
时保质保量完成了分厂下
达的临时任务遥 渊乔亚军冤

本报讯 电解六车间
工会尧团支部围绕野创建学
习型车间冶活动袁推行野电
解槽管理看板法冶和野效应
控制填表法冶袁管理人员形
成了勤学习尧 善思考的好
习惯遥 现在车间 1 人攻读
硕士研究生 袁4 人攻读本
科袁12 人攻读专科袁 勤于
学习蔚然成风遥 渊李秀琴冤

本报讯 2006 年 12 月
28 日袁电解厂氧化铝输送
四车间团支部对青安岗工
作进行检查袁规范记录袁对
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督促
整改遥 渊刘菊芳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