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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06
年袁 在全体职工的
共同努力下袁 贵铝
建筑工程公司生产经营任务再次实现新突破院全年
公司共承担工程项目 197 项袁完成建筑产值 5333 万
元袁完成年计划 119.2%袁实现利润 80 万元袁为实现
跨越式发展目标开了个好头遥

2006年袁 建筑公司先后承揽了贵铝宾馆大修尧家
属区道路改造尧塔山公园改造等工程袁同时还得到了
分公司各单位的大力支持袁承揽了部分大修维修和改

造等工程项目遥 公司通过加强管理袁强化监督考核袁强
化大局意识尧和谐意识袁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遥 2006
年竣工验收的四期电解铝空压站及管网工程袁已申报
部优工程袁树立了公司良好的品牌和信誉遥 建筑公司
还努力开拓外部市场遥 承接的遵义氧化铝约 50万立
方挖填土石方工程进展顺利遥 设备制安分公司目前已
与瓮福磷矿签订了设备保运的维修协议遥 渊谢凌宇冤

贵铝建：全面完成 2006年任务

本报讯 截止 2006年 12月 31日袁 运输
厂共完成货运总量 375.26 万吨渊其中厂内运
量完成了 338.12 万吨 袁 厂外运量完成了
37.14 万 吨 冤袁 分 别 完 成 分 公 司 计 划 的
104.24%尧104.04%尧106.12%袁与去年同比总运
量增长了 7.96%袁厂内运量增长了 11.52%遥

2006年袁 该厂更加注重生产的组织科学
性尧调度指挥的权威性和联劳大横班成员工作
协作的和谐性遥 同时袁该厂在重点保证内部产
品发运的同时袁 兼顾外部货运市场的拓展袁巩
固了全年利润的超额完成遥 2006年袁运输厂货
运总量又刷新了前一年的最高纪录遥 渊张 莉冤

运输厂：超额完成
2006年货运计划

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袁 贵铝人目不暇接地感受着
身边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院 路平了尧 地绿了尧 天蓝了
噎噎家属区道路和厂区的主干道袁 如今变得宽阔平
坦袁 景致一新曰 初具雏形的塔山公园袁 花草绿树成
荫袁 处处鸟语花香袁 成为职工家属休闲健身的好去
处遥 而这一切
变 化 均 缘 于
2005 年 11 月
24 日 , 中铝贵
州企业领导班
子提出 野坚持
互动双赢尧共建和谐贵铝冶的理念后袁对中铝贵州企
业家属区环境治理所实施的野民心工程冶遥

2006年年初袁 家属区环境治理工程在众多期
盼的目光中拉开了序幕遥 负责建设的贵铝建筑工程
公司袁 深知 野民心工程冶 是全体职工家属的所期所

盼袁 关系中铝贵州企业的形象袁 所肩负的任务袁 责
任重大袁 使命光荣遥 为保证工程按期完成袁 向总厂
和全厂职工家属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袁 贵铝建成立
了工程建设领导小组袁 公司总经理田枢全任组长袁
党总支书记宋行任副组长袁 组织了公司的精兵强

将袁 全力以赴
抓 好 工 程 建
设遥

为把塔山
公园建成能满
足职工休闲 尧

健身为主题的综合性文化场所袁 贵铝建在总厂领导
的指挥下袁 与厂尧 分公司的相关部门协商袁 共同探
讨袁 对景区的功能认真进行了划分袁 对园路尧 休息
廊尧 健身广场尧 跳舞广场尧 观景塔等进行了精心的
布局袁 保证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遥 渊下转第四版冤

为了十里铝城更美丽
———贵州铝厂建筑工程公司抓工程建设纪实

谢凌宇 孙静

近日 袁 喜讯传来 袁 2006
年氧化铝产量突破百万吨浴 分
公司上下欢欣鼓舞 袁 热电厂
1280 名员工也忍不住遥遥举
杯 袁 为完成百万吨氧化铝庆
贺 浴 2006 年 袁 热电厂创造了
一系列令人瞩目的 野历史之
最 冶 要要要产品产量创历史新
高 曰 技术经济指标创历史最
好曰 技改创新项目创历史最多
噎噎这一切的一切袁 始终贯穿
着一句强有力的潜台词院 一切
为了百万吨氧化铝浴

一
2006 年 袁 从热电厂安全

平稳供出的蒸汽为实现百万吨
氧化铝立下汗马功劳浴 然而袁
野事非经过不知难冶遥 锅炉老系
统是上世纪中叶的产物袁 老态
龙钟袁 锅炉人自行对系统进行
改进和精减 遥 2006 年 袁 热电
厂老烟囱烟气黑度合格率比上
年大幅提升袁 向 野天蓝地绿冶
又靠近了一大步遥 与老系统相
比袁 新系统又太 野新冶袁 以至
于没有经验可循遥 几年的摸爬
滚打袁 2006 年 袁 锅炉的 野脾

气冶 终于被热电人摸准了袁 上
半年热电厂诞生一项新纪录院
11 台锅炉连续 20 天未发生故
障停炉曰 下半年袁 9 号炉又创
造了 2285 小时平稳运行不停
炉的奇迹袁 引起了中铝总部的
极大关注 遥 这一切 野纪录冶袁
最后都成为热电人为了百万吨
氧化铝感人可信的注脚浴

2006 年 袁 热电厂 8 号机
抽汽系统成功改造投运后袁 汽
轮机组发电真正实现了 野稳发
满发冶袁 新型机组的优越性尽
显 遥 2006 是汽 机的 野大修
年冶遥 这一年有近半年的时间袁
汽机人是在大修现场度过的遥
6号机大修袁 厂部给予了极短
的工期 袁 汽机人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袁 没有双休日遥 修出
来的机组试运后袁 热电厂厂长
陈阳只用了一句话来评价 院
野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好袁事先的
很多担忧都不存在了浴 冶 7 号
机是高温高压机组袁 从来没自
己大修过袁 汽机人以过硬的技
术能力袁 敢为人先的勇气接受
挑战遥 目前袁 渊下转第四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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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州铝厂尧 贵州
分公司回报社会袁 关注农村教
育事业袁 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袁 全体职工捐款 100
万元在省内建三所农村 野希
望冶 小学尧 资助 100 名女童就
学活动袁 日前分别在都匀市凯
酉村尧 余庆县光明村和黔东南
州等地展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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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州铝厂党委副书记何维袁 贵州
铝厂工会主席陈刚等企业领导
代表职工们袁 亲自将捐款送到
当地学校遥 企业职工高度的社
会责任感袁 对农村孩子们的一
片深情和关爱之心袁 受到了肖
永安副省长的称赞袁 获得了当
地党政领导的欢迎和农村孩子们及家长的由衷
感激遥

2006年 12 月 28 日下午袁偏僻的都匀市凯
口镇凯酉村小学热闹异常袁 寒风中充满着孩子
们的欢笑声遥 贵州铝厂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职
工捐赠 30万元袁资助建凯酉野希望冶小学仪式在
这里热烈举行遥

贵州省副省长肖永安袁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袁 贵州铝厂党委副书
记何维与黔南州及都匀市的有关领导袁 出席了
捐赠仪式遥常顺清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表示袁企
业在取得好效益的同时并没忘记社会责任袁倾
力回报社会遥 企业广大员工对贵州的农村教育
事业尧对农村孩子们的上学读书非常关心遥捐款
修建野希望冶小学袁扶助女童就学袁充分表达了他
们的关爱之情遥他希望有关部门精心设计袁精心
施工袁 让孩子们早日进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
书学习遥 肖永安对贵铝广大职工热心支持农村
教育袁捐款建设野希望冶小学和资助女童就学表
示赞赏和感谢遥他希望孩子们要努力学习袁不断
进步袁成为国家有用之材袁以报答整个社会对他
们的关心和关爱遥

1月 9日袁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尧工会主席
陈刚来到 200 多公里外的余庆县龙家镇光明

村袁送来贵州铝厂尧贵州分公司的 17000 多名职
工的一片心意袁捐款 30万元修建光明野希望冶小
学遥孩子们穿上节日的盛装袁村民们吹响唢呐扭
起秧歌袁大人小孩载歌载舞欢迎贵铝客人遥捐赠
仪式上袁余庆县委尧人大尧政府尧政协的领导对贵
铝的领导和全体职工关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袁支持农村的教育事业表示衷心的感谢遥周利
洪在讲话中表示袁 能在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地
方尧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光明村捐
资建设光明野希望冶小学袁企业和全体职工感到
非常高兴和荣幸遥他希望能早日建好学校袁让孩
子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安心学习遥

1月 5日袁 贵州铝厂工会主席陈刚专程来
到凯里市袁 送来贵州铝厂尧 贵州分公司全体职
工的捐款 10 万元袁 资助黔东南州 100 名农村
女童上学遥

2002 年企业改制以来袁 贵州铝厂贵州分
公司在中铝总部的正确领导下袁 聚精会神搞建
设袁 一心一意谋发展 袁 经全体员工的不懈努
力袁 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袁 氧化铝产量突破 100
万吨袁 电解铝产量达到 36 万吨 袁 销售收入 尧
利税都创下历史新纪录袁 成为国内知名度极高
的国有大型铝工业企业袁 为贵州省社会经济发
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遥

长期以来袁中铝贵州企业在生产快速发展袁
效益稳步增长的同时袁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袁积
极回报社会遥改制五年来袁向国家和地方交纳税
收超过 32亿元袁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和贵州
省的发展袁连续多年被评为纳税大户遥

除此之外袁 企业还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
动袁 热心参加各级党委尧 政府尧 工会尧 民政等
开展的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袁 近年来捐款捐物
折合人民币即达 460 余万元 遥 2005 年底印度
洋发生海啸袁 全企业上至离退休老同志袁 下到
一线基层普通员工袁 慷慨解囊袁 短短数天就捐
款 30 余万元 遥 贵州铝厂被国家民政部评为
野全国社会捐助先进单位冶袁 企业党政工领导荣
获了省 野百万职工五月温暖行动冶 奉献奖遥 近
日又荣获了 野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 冶 遥
2006 年袁 企业经过奋力拼搏袁 取得较好效益遥
广大员工不忘回报社会袁 积极关注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袁 投身于和谐社会建设中遥年底袁积极
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袁 捐款 100 万元在贵州省
都匀尧余庆等三县农村袁建设三所野希望冶小学袁
资助黔东南州 100名女童上学遥 企业的善举获
得了省领导的高度赞赏和充分肯定袁 社会各界
的广泛好评和农村孩子及家长们的欢迎和衷心
感谢遥 渊文/本报记者 王虞 摄影/王振平冤

贵州铝厂贵州分公司全体职工回报社会关注农村教育

捐款百万建三所贵州“希望”小学

本报讯 近日袁 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
新成果审定委员会下文袁 公布了第十三届全
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的评选结果袁 中
国铝业贵州分公司题为 野以和谐共赢为目标
的全员企业文化建设冶 获管理现代化创新
成果二等奖遥

本届评选袁 全国共有 159 项成果被审定
为 野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冶袁 这
些成果内容涉及了当前企业改革和管理的各
主要方面袁 总体上反映了我国企业管理的先
进水平和发展趋势袁 有的已达到或接近国际
水平遥

评选主办方拟于 2007 年 3 月下旬召开

野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冶袁 组织成果交流与研
讨袁 表彰成果创造单位和创造人袁 并颁发国家
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证牌和证书遥

渊郑小黔冤

分公司获全国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

本报讯 新年伊始袁 贵州铝厂副厂长曹
跃清在工贸总公司总经理王永奎的陪同下袁
来到工贸研究所分公司袁 了解该公司在完成
搬迁后的厂房重建和生产线扩产工作遥

2006年袁 为给 10 万吨熔铸项目腾出建
设用地袁 工贸研究所分公司再次从小铝厂片
区搬迁袁其生产线全部拆除袁异地重建遥 曹跃
清副厂长在现场实地了解了该分公司产品情
况及在异地重建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后袁表示院工贸总公司做强多品种氧化铝的思
路是符合当前企业发展需要的袁 厂部将协调
地方和有关职能部门袁 帮助工贸研究所分公
司早日全部恢复生产并为其活性氧化铝及机
械法微粉产量早日翻番创造条件遥 渊龚凤凌冤

曹跃清到工贸研究所分公司指导工作

本报讯 元月 3 日袁 元旦假期后上班的
第二天袁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康尧谢青松
冒着严寒 , 来到位于白云区曹关乡的赤泥输
送堆场袁 了解在这里进行的压滤机赤泥脱水
实验进展情况遥

针对实验中存在的问题袁柳健康尧谢青松
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和生产设备厂家联系袁要
求对方加紧时间协助实验等遥柳健康尧谢青松
指出袁 贵州分公司氧化铝产量突破 100万吨
大关袁 对赤泥大坝堆场的容积量提出了迫在
眉睫的要求袁此次由贵州分公司安全环保部尧
氧化铝厂尧 工贸兴达分公司共同承担的压滤
机赤泥脱水实验袁意义十分重大遥 目前袁实验
进展情况令人满意遥 希望所有参战人员本着
严肃认真的精神和严谨科学的态度来完成实
验袁 为早日实现赤泥干法堆存提供科学依据
并创造可行性条件遥

贵州分公司安全环保部有关负责人尧工
贸实业总公司总经理王永奎尧 副总经理阮贵
平等陪同了解了该实验进展情况遥 渊宫轩冤

柳健康谢青松了解赤泥
脱水实验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