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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元月 9日下午袁动力厂工会召开
2007年野安康杯冶竞赛活动动员大会袁安排部
署今年的野安康杯冶竞赛活动遥 分厂各车间工
会主席尧 工会小组长尧 分厂党群部门的人员
40余人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 分厂工会负责人与各分会主席签
订了 2007 年度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责任书袁对 2007 年该厂工会继续以野建设和
谐贵铝袁打造平安企业冶为主题袁深入推进野安
康杯冶 竞赛活动的开展作了详细的安排和部
署遥 （李喜祥）

本报讯 1月 9 日袁 华阳公司工会召开会
议遥 安排部署 2007年野安康杯冶活动袁签订工
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责任书遥

公司工会负责人传达了厂工会有关文件
精神袁对公司开展 2007 年野安康杯冶活动进行

了安排要求遥公司还对 2006 年优秀劳动保护
监督检查员进行了表彰遥 （孟旋子冤

本报讯 为加大工会组织对劳动保护和
安全监督检查的力度袁 切实保障员工的健康
和生命安全袁1月 9日袁机械厂工会与各车间
分会签订了 2007 年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责任书遥

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安全生产责任书规
范了各车间尧 科室在安全工作中的目标和考
核指标袁并明确了奖惩条款遥 在签字仪式上袁
厂工会还对 2006 年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安全工作先进的分会进行奖励遥 分厂各车间
分会还签订了安全互助协议遥渊王丽萍、周艰冤

本报讯 近日袁计控厂工会负责人与各分
会签定了 叶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工作责任
书曳袁并逐级落实安全互助制度袁分别以工会

小组尧科室为单位袁组织全体员工共同签定了
叶员工安全互助协议曳遥

该厂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开展野安康杯冶活
动遥分厂领导不仅与普通员工一起签定了叶员
工安全互助协议曳袁同时还深入车间向员工宣
讲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袁 以提高员工的安全
防范意识袁让员工做到野我要安全冶的同时袁保
护尧关爱其他员工的个人遥 （张楠）

本报讯 1月 12日袁氧化铝厂工会举行了
叶劳动保护监督检查责任书曳签订仪式遥

签订仪式上袁 氧化铝厂工会代主席赵思
青对该厂 2006 年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工作做
了总结袁并就春节前后以及 2007年的劳动保
护监督检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袁 并与各分
会主席签订了 叶劳动保护监督检查责任
书曳遥 （陈 扬）

各单位部署 2007年“安康杯”竞赛工作

本报讯 热电厂 2006 年深入开展
效能监察工作袁全年立项十二项袁节能
创效 70余万元遥

2006年袁 该厂的效能监察卓有成
效袁认真做到野事前尧事中尧事后冶监察遥
厂部通过对野民煤收购现场验收质量冶
进行立项监控袁 全年扣罚不合格进厂
煤 3000余吨袁 确保了锅炉煤的质量袁
使锅炉燃烧稳定袁煤耗降低袁启停炉次
数大幅减少袁 为铝氧生产提供了优质
服务遥 各车间就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立
项袁浓缩车间的野系统运行优化冶袁通过
改造甩掉高能耗设备袁既巩固了野零排
放冶的成果袁又降了能耗袁为锅炉提供
了优质的净化水遥 燃运车间的野美式破
碎机国产化冶袁省去了进口与国产设备
之间的巨大差额遥 此外袁锅炉野降低启
停炉次数冶监察尧汽机的野减温水量及
供气温度的优化控制冶水化车间野防止
新老系统阴阳床树脂流失冶 等监察项
目袁 都有效地堵塞了生产管理中的漏
洞遥 （肖荣丽）

本报讯 近年来袁氧化铝厂紧紧围

绕增强企业经济效益袁 提高企业整体
实力开展效能监察工作袁项目创效 300
余万袁实现了为企业的有效服务遥

要要要构建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
构遥 去年袁该厂对效能监察领导小组成
员进行了补充调整袁形成了齐抓共管袁
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遥

要要要举办培训班袁开展业务培训遥
专门邀请总厂纪委富有经验的效能监
察工作人员给该厂专兼职纪检监察人
员讲课袁 传授有关效能监察的专业知
识袁指导效能监察工作开展遥

要要要紧扣生产主题袁进行立项遥 从
改善企业管理袁从降本增效上入手袁在
风险分析的基础上袁 对效能监察的监
控点全面综合考虑后袁 进行效能监察
立项遥

要要要按照工作程序袁 实施有效监
察袁经济效益明显提高遥 去年袁通过对
加强废旧物资管理袁 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袁盘活资金 137.92万元曰围绕外购石
灰质量袁 改善管理提高效益进行立项
实施袁 共挽回经济损失 47.11万元曰车

间开展效能监察 17 项袁共创经济效益
194.29万元遥 （安丽欣 赵光宇）

本报讯 元月 15 日袁碳素厂召开效
能监察领导小组会议袁总结 2006 年的
效能监察工作袁安排 2007 年工作遥

2006年袁 该厂通过开展效能监察
工作袁 共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 160 余
万元袁为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袁调动各
车间参与的积极性遥 分厂评出 4 个优
秀项目袁3个鼓励项目进行了表彰遥

2007年袁 该厂将继续加大效能监
察工作力度袁进一步完善由厂长负责袁
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实施袁 相关科室密
切配合袁 职工群众积极参与的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遥 今年将重点对主要生
产车间的工艺流程进行效能监察袁严
格工艺质量控制袁防止漏料 尧堵料袁能
返流程的尽量返流程遥 对生产中产生
的废料尧废糊尧废块尧废钢材等加强管
理袁避免乱堆尧乱放以及被盗 尧丢失等
现象的发生曰对无烟煤尧人造石墨及改
质沥青的质量进行严格把关袁 提高原
料的质量遥 （黄春燕）

热电氧化铝碳素效能监察成效喜人

本报讯 元月 11日袁 碳素厂党委中心组召开学习
会袁 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遥

分厂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参加了学习遥学习后袁大家
纷纷发言畅谈体会遥 分厂党委书记罗毅要求该厂党员
干部要勤奋好学袁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袁发扬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袁加强思想作风尧学风尧工作作风尧领导
作风尧干部作风建设袁弘扬正气袁抵制歪风邪气袁带领广
大员工搞好阴阳极的生产袁做好成本工作袁全面完成今
年的生产任务遥 （索绍愚）

碳素厂党委中心组
学习胡锦涛重要讲话

本报讯 1 月 11 日袁计控厂团委召开野青年岗位职
业生涯导航计划冶活动推进会遥

推进会内容丰富袁不仅有青年座谈尧青年岗位职业
生涯导航计划导读展板展示袁 还有活动留言签名等活
动遥会上袁团员青年们踊跃发言袁从不同的角度袁结合自
身实际袁畅所欲言袁各抒己见袁围绕野青年岗位职业生涯
导航计划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讲述了自己的理想遥

总厂团委副书记李锐就怎样开展好此活动袁从野加
强领导袁 形成机制冶尧野加大宣传袁 注意引导冶尧野注重步
骤袁形成规范冶尧野明确进度袁注重实效冶四个方面提出了
要求遥分厂党委书记陈无忌对野青年岗位职业生涯导航
计划冶活动提出了野立足岗位尧刻苦钻研尧坚持才能取得
成功冶的殷切希望遥 （张楠）

计控厂推进青年职业生涯导航计划

本报讯 炉修厂在做好年初各项工作的同时袁不
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遥 元月 10 日袁科室与车间尧
车间与班组层层签订了 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
书曳遥 （谢卫红 徐雪峰）

炉修厂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本报讯 1 月 10 日袁碳素厂召开野建设节约
型职工小家尧争做节约降本标兵冶活动总结表彰
会袁分厂领导向 2006 年在野建争冶活动中涌现出
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表彰遥

2006 年该厂工会紧紧围绕生产和党委中
心工作袁 以构建班组成本精细管理模式为切入
点袁深入开展了野建设节约型职工小家尧争做节
约降本标兵冶活动袁创新管理袁挖掘潜力袁降低消
耗袁把降本降耗渗透到了日常生产管理工作中袁
为碳素厂全面完成 2006 年分公司下达的生产
成本任务做出了积极贡献遥

分厂党委副书记尧 工会主席周继业在会上
全面总结了 2006年野建争冶活动取得和成绩袁对
2007 年野建争冶活动的开展进行了部署遥 分厂党
委书记罗毅赞扬工会
在开展 野建争冶 活动
中袁 坚持 野科学的原
则尧发展的原则尧民主
的原则冶袁降本增效取
得了显著成效袁 为碳
素厂生产发展尧 成本
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遥
分厂厂长张衡对碳素
厂 2006 年成本情况
作了通报袁 要求工会

要把野建争冶活动延伸到每个
班组袁坚持开展野五小冶活动袁
把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与
野建争冶活动结合袁争取取得
更好成绩 遥 （马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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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元月份袁 石灰石矿继续保
持稳产尧 高产好势头遥 为确保氧化铝生
产需求袁 近一个星期来袁 该矿以 野奋战
200天袁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矿 40 周年冶
劳动竞赛为契机袁 组织两班生产袁 广大
员工冒严寒奋战在甘冲采场袁 日产量达
3200 吨以上 袁 为新年首月 野开门红 冶
奠定了基础遥

进入新年袁 面对氧化铝生产对矿石
的旺盛需求袁为提高供矿保证程度袁矿部

决定组织两班生产遥 为强化有效作业时
间利用袁加大合格原矿穿爆储备袁他们在
双休日也连续加班组织生产遥三九隆冬袁
滴水成冰遥 野四防冶工作是矿山安全生产
的关键环节袁矿部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袁班
子成员轮流带班袁 加大生产现场特别是
夜间生产的安全工作遥同时袁强化了设备
的巡视点检袁利用零点班袁开展设备消缺
和维护袁 使工艺装备确保了生产供矿需
要遥 （刘宏飞）

迎接职代会 确保开门红

石灰石矿员工三九严寒战采场

本报讯 为提高检修人员现场处理故障的能力袁近
日袁 电解铝厂第二计算机室在电工二班内部开展既教又
学的创新型技术培训方式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遥

针对车间员工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实际袁 为使他们
在较短时间内提高现场处理故障的能力袁 车间在培训中
创新方式袁 开展既教又学的新方法袁 即由每位员工分担
一部分讲课内容袁 结合现场实际通过对照电气控制原理
图袁 掌握其维修原理与现场发生的故障即处理方法后袁
通过讲解传授给大家袁 让每位员工既当老师又当学员遥
这种干中学尧 学中干的培训方式袁 既提高了员工的学习
兴趣袁 又在互帮互学的过程中增强了班组团队意识遥

（张建峰）

电解二计算室培训方式新颖效果好

本报讯 碳素厂一焙烧车间认真开展
创建学习型组织尧 争做知识性员工活动袁
一线员工积学习技术钻研业务蔚然成风袁
使车间成为掌握 尧消化尧吸收阳极焙烧控
制技术的先进典范袁阳极焙烧炉使用寿命
创同行业最好水平遥

该车间十分重视技术创新工作袁 专门
成立多个学习技术小组袁同时为员工购买
碳素专业书籍袁供员工借阅学习遥 自 2002
年一厂房技改投入使用以来袁技术小组持
之以衡围绕瓶颈难题开展技术攻关袁一线

员工积极主动参与袁 攻克解决 300多项技
术难题袁 还成功开发出焙烧炉校墙机等技
术专利遥 延长大型敞开式焙烧炉使用寿命
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项目获分公司 2006
年技术创新一等奖遥 车间技术人员还多次
受邀到同行业厂家甚至远到印度铝业进行
技术指导遥 去年法国铝业公司来厂进行技
术跟踪回访袁 到现场看到焙烧炉控制这样
完好袁一尧二厂房 108台焙烧炉已连续运行
51 个焙烧周期未大修后
大为赞赏遥 （徐健）

碳素一焙烧学技术钻业务蔚然成风

本报讯 1 月 15 日袁 电解铝厂
四计算机室通过一次别开生面的
问卷调查会袁加强了车间领导与员
工的沟通遥

四计算机室是电解四系列生
产过程控制中心遥为进一步加强车
间与班组的沟通交流袁车间精心设
计了一套特别的答卷 袁 内容为党

员尧班组长尧车间管理尧班组管理尧
车间班组长以上人员的作风形象尧
车间风气尧教育培训等方面遥 答卷
调查时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袁让员
工们公开谈自己的看法袁提出意见
和建议遥这种方式有效地沟通了班
员与班组长 尧 职工与领导的关
系遥 （杨柳 陈国良）

电解四计算问卷调查会别开生面

本报讯 碳素厂加工车间工会
着力于员工安全生产意识的提高袁
以野建设和谐贵铝袁打造平安企业冶
为主题袁突出维护职能袁加大野安康
杯冶竞赛活动的力度袁充分发挥群
众监督作用遥

该车间工会为使劳动保护监
督检查工作落在实处袁新年伊始就
组织召开了工会积极分子和劳动
保护检查员参加的劳动保护监督

检查工作座谈会袁重温学习了安全
生产的法律法规袁 明确工作目标尧
责任和奖惩制度遥 同时袁积极配合
车间行政抓好员工安全知识培训袁
加强员工处理安全隐患的能力袁并
对超重设备和关键岗位实行跟踪
检查袁并加强对车间在执行上级安
全工作要求的执行力度和落实情
况的检查遥

（石国宏）

碳素厂加工车间工会

劳动保护监督检查落在实处

上图院1月 9 日，热电厂锅炉车间
和电气车间为喜迎新春，增进友谊，举
办了一场“迎新”台球比赛，图为比赛
现场。渊钱朝洪 摄冤

上右图院1月 12日，一矿机电车间
举办新年趣味活动，展示车间员工团
结和谐的精神风貌 .。渊燕黔红 摄冤

右图院 氧化铝厂筑炉车间为提高
员工的技术水平，组织开展了一场为
期一月的技术练兵。瞧，他们赛得多认
真。渊严云 摄冤

瞧，他们多专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