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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5 日袁 贵州铝厂年
产 10 万吨铝合金圆铸锭工程初步设
计袁 在贵阳通过了中铝总部组织的
专家组审查遥

审查会上袁 由来自国内有色行
业 7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袁 认真审
查了由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
初步设计方案袁 仔细听取了该公司总
设计师阚保光对方案的说明袁 并从不
同的专业角度对方案提出了建议和意
见遥 专家组认为袁 10万吨铝合金圆铸
锭工程初步设计方案先进合理遥 利用
原铝液直接配料生产铝合金圆铸锭袁
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和金属损耗袁 环
境效益和节能效果明显袁 产品具有较

强的市场竞争力遥 初步设计选用的
设备及工艺流程先进尧 可靠尧 适用袁
配套设施合理齐全袁 产品质量有保
证遥

中铝公司投资部主任杨金勇 尧
贵州铝厂副厂长邹善能尧 厂长助理
聂毅尧 白云区副区长苏永泓尧 徐昊
等参加了评审会遥 苏永泓表示袁 贵
州铝厂的发展有利于白云区社会经
济的发展袁 区政府大力支持 10万吨
铝合金圆铸锭工程建设袁 并在有关
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遥 杨金勇对项
目的设计和施工等方面的问题提出
了希望和要求遥

渊本报记者 王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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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州铝厂九届一次尧贵州分公司二
届一次职代会袁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袁于 1月
26日下午在贵铝影剧院胜利闭幕遥

会议期间袁 全体代表认真审议了总经理工
作报告和厂长工作报告尧 绩效考核方案和经济
责任制总方案等大会文件遥代表们认为袁两个工
作报告对 2006 年工作的分析和总结是实事求
是尧客观全面的袁对 2007年面临形势的分析袁提
出的工作目标尧措施和要求袁符合客观实际袁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袁非常鼓舞人心袁通过共同努力
是能够完成的遥 代表们对分公司和厂部的工作
表示满意遥 全体职工代表与列席代表近 怨园园人
以无记名方式对厂尧分公司 员园位领导班子成员
进行了测评袁满意度达 怨缘豫以上遥

常顺清尧周利洪尧何维尧曹跃清尧柳健康尧黎
云尧陈刚尧谢青松尧刘建钢尧邹善能等中铝贵州企
业领导出席了 1月 26 日下午举行的第二次全
体会议遥

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首先作了重要讲话遥
他说袁在这次联合召开的职代会期间袁存续尧股
份的职工代表和列席人员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袁在对 2006年的
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袁更对 2007年的
各项工作安排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
议遥 他指出袁过去的一年袁贵铝在互动双赢建和
谐上取得可喜成绩袁本次大会就是野双赢和谐冶
的生动写照遥 新的一年袁要继续深入推进野和谐
贵铝冶建设袁为贵州企业实现新的更优尧更强尧更
和谐而努力遥随后袁周利洪还就厂长工作报告中
和代表们提到的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袁 推进企
业健康尧全面发展袁提高企业整体抗风险能力等
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解答遥

中铝贵州企业协调委员会主任尧 贵州铝厂
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发表了重
要讲话遥他说袁这次大会是贵州企业的又一个新
起点袁 更是贵州企业决定大政方针的一次重要
会议遥过去的五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五年袁是贵州
企业众志成城尧艰苦奋斗的五年遥五年所取得的

成效有目共睹袁 厂和分公司领导班子衷心感谢大
家的努力和支持遥他指出袁广大职工代表以良好的
精神面貌袁积极献计献策袁确实把大会开成了团结
和谐的大会尧鼓劲奋进的大会尧同心同德的大会袁
达到了统一思想尧振奋精神尧明确任务尧落实措施
的目的遥他相信袁在这样一支有着高度主人翁责任
感和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的努力拼搏下 袁圆园园苑 年袁
贵州企业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遥

常顺清就总经理工作报告和大家关心的热点
问题和共性问题作了说明遥关于 2007年生产经营
的各项目标袁常顺清说 ,同去年相比 ,厂和分公司都
面临着较为繁重的任务袁这是形势的需要 ,也是实
际的需要遥 他要求大家要坚定信心尧真抓实干尧上
下同心尧层层动员袁全力夺取今年生产经营改革发
展的全面胜利曰要充分发挥联合企业的优势袁在瞬
息万变的市场形势下立稳脚跟曰要结合实际袁自我
加压袁冷静地面对机遇与挑战袁理智地分析有利条
件与不利因素曰要有志气尧有信心尧有措施袁在细节
上下功夫袁靠勤奋尧扎实的工作弥补无法预见的损
失遥他强调袁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冶是我们共同的愿
景袁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班子和队伍正处于最佳时
期袁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只要团结一致袁没有过不去
的坎遥 关于 圆园园苑年的发展袁常顺清指出袁圆园园苑年袁
是实现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 野双百亿冶 的关键之
年遥 厂和分公司要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袁把野节
能降耗尧降本增效冶这条主线始终贯穿于生产经营
和建设发展各项工作中遥要优化生产组织方式袁实
现提产提质目标曰要严控经济技术指标袁推进节能
降耗减排曰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袁实现企业新的发
展曰要不断夯实管理基础尧持续推进管理创新曰要
加速矿山建设进程袁提高资源保障程度曰要加大技
术攻关力度袁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袁 全面完成
圆园园苑 年的各项生产经营目标袁 为建厂 缘园 周年献
上一份厚礼遥关于职工关注的问题袁常顺清就进一
步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尧美化厂区和生活环境袁继续
办理职工补充养老保险金袁 企业职工两年一度的
体检袁 职工房产证的办理等十个方面的实际问题
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遥关于对领导班子的考核袁常顺

清说袁 此次对领导班子进行的测评没有任何上级
安排袁在贵州企业是第一次遥 测评结果表明袁大家
对领导班子的工作是满意的遥 关于和谐贵铝的建
设袁常顺清指出袁通过一年多的野和谐贵铝冶建设袁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袁企业积极营造野一家人一
家亲冶的氛围袁形成了班子共谋大局袁员工齐心协
力的良好局面遥同时袁企业也对离退休及内退职工
给予了热忱的关心袁并积极开展公益活动袁努力回
报社会遥 最后袁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袁为全面完成
今年的生产经营任务袁 为实现 野天蓝地绿人和业
兴冶的目标而努力奋斗遥常顺清的讲话不时被热烈
的掌声打断遥

大会通过了有关选举事项遥
常顺清总经理尧周利洪厂长分别与分公司和厂

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签订了 2007年绩效责任状遥
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袁 一致通过了贵州分

公司二届一次职工代会决议和贵州铝厂九届一次
职代会决议遥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康尧贵州铝
厂副厂长曹跃清分别宣读了分公司尧厂表彰 2006
年先进单位尧先进集体尧劳动模范和先进个人的决
定遥分公司副总经理黎云尧贵州铝厂副厂长邹善能
分别宣读了分公司尧厂对劳模进行奖励的决定遥

在欢快的乐曲声和热烈的掌声中袁先进单位尧
先进集体尧劳动模范和先进个人代表登上主席台袁
接受厂尧分公司领导的颁奖遥

受厂党委书记常顺清委托袁 党委副书记何维
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遥 他围绕会议精神的贯彻落
实袁结合 2007 年的党委工作讲了三点意见院一尧以
必胜的信心袁全面贯彻落实职代会精神遥要树立信
心尧迎难而上袁领导带头尧自我加压袁发动群众尧狠
抓落实袁再挖潜力袁实现目标遥 二尧围绕中心促发
展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遥三尧统筹兼顾袁合理安排节
前的各项工作遥

大会在叶咱们工人有力量曳的雄壮乐曲声中胜
利闭幕遥

全体职工代表出席大会遥 厂尧分公司副处以上干
部尧所属各单位工会尧团组织负责人袁受表彰的先进集
体尧先进个人代表列席了会议遥 渊本报记者 胡晓其冤

贵州铝厂九届一次
贵州分公司二届一次职代会胜利闭幕

常顺清 周利洪作重要讲话 何维代表党委作重要讲话
曹跃清柳健康黎云陈刚谢青松刘建钢邹善能出席

本报讯 1 月 29日袁 中国铝业公司党组成
员尧 副总经理罗建川等一行四人到中铝贵州企
业检查指导工作袁 在所见所闻企业发生的可喜
变化后称赞院野贵铝精神在中铝企业是一面旗
帜浴 冶

罗建川是代表中铝公司党组尧 并受总经理
肖亚庆的委托袁 率慰问团来中铝贵州企业慰问
和检查指导工作的遥 慰问团成员有中铝公司人
事部主任尧中铝股份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毛
远建袁中铝股份公司总裁办副总经理张晓军等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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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陪同罗建川一行
参观了企业展示中心袁 考察了分公司电解铝厂
四铸造尧电解八车间尧四供电遥 罗建川对现代化
的厂房装备尧优美的环境给予好评袁特别对员工
良好的精神面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遥 来到贵铝
塔山公园袁登上野连心塔冶袁眺望企业全景袁罗建
川对中铝贵州企业提出的野天蓝尧地绿尧人和尧业
兴冶奋斗目标和野共建和谐贵铝冶深表赞赏遥

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里袁 中铝贵州企业领
导班子全体成员对罗建川一行表示热烈欢迎遥
常顺清尧 周利洪分别向罗建川汇报了贵州分公

司尧贵州铝厂 2006年的生产经营情况和
2007 年的工作任务袁 企业创建和谐贵
铝袁开展社会帮扶等工作遥罗建川对中铝
贵州企业在 2006年取得的辉煌业绩尧为
中铝公司作出的积极贡献袁 代表中铝公
司党组尧 并受中铝公司总经理肖亚庆委
托袁 向中铝贵州企业广大干部员工表示
由衷感谢遥他说袁贵州企业有一个很好的
领导班子集体袁团结尧和谐尧奋进遥同时也
有一支素质很高的员工队伍袁 积极尧进
取尧有很好的精神面貌遥 企业提出的野天
蓝尧地绿尧人和尧业兴冶奋斗目标很好袁为
建设和谐中铝开了好头袁 其内涵意义深
远袁贵铝精神在中铝企业是一面旗帜袁要
好好地总结成绩遥 罗建川对中铝贵州企
业 2007 年的工作提了三点要求院 一要
认清形势袁 从中铝公司的大局出发开展
好工作遥 二要狠抓管理袁 争创一流遥 三
要协调发展袁 全面建设中铝和谐企业遥
常顺清 尧 周利洪代表中铝贵州企业表
态袁 从思想上尧 认识上尧 行动上都让总
部放心袁 贵州企业为中铝公司打造百年
老店尧 创建一流企业尧 建设和谐中铝袁
将作出新的贡献遥

参加汇报座谈的还有分公司总经理
助理袁厂党委办公室尧厂办公室尧分公司
经理办等负责人遥

渊本报记者 肖春生冤

罗建川到中铝贵州企业检查指导工作时称赞

贵铝精神在中铝企业是一面旗帜

本报讯 由中国企业联合
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全
国 野最具影响力企业冶尧野最受
关注企业家冶和野最具成长性企
业冶大型评选活动 1月 25日在
京揭晓 袁 中国铝业公司荣膺
2006 年度野最具影响力企业冶袁
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
顺清荣膺 2006 年度野最受关注
企业家冶称号遥

野最具影响力企业冶尧野最受
关注企业家冶和野最具成长性企
业冶 大型评选活动是中国企业
界规模最大尧层次最高尧范围最
广的权威性评选活动之一遥 此
项活动自 1995 年发起至今已
连续举办了十二届遥 在上届评
选活动中袁 中国铝业贵州分公
司曾荣获 2005 年度野最具成长
性企业冶殊荣遥 (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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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30 日上午 袁 中
铝 公 司党组 成
员尧 中铝股份公
司高级副总裁罗
建川袁 中铝公司
人事部主任尧 中
铝股份公司人力
资源部总经理毛
远建袁 中铝股份
公司总裁办副总
经理张晓军等一
行 4人袁 在中铝
贵州企业协调委
员会主任尧 贵州
铝厂党委书记 尧
中国铝业贵州分
公司总经理常顺
清袁 贵州铝厂工会主席陈刚的
陪同下袁 对中铝贵州企业的两
位离休老干部尧 三户特困职工
家庭进行了看望慰问袁 给他们
送上组织的关怀和党的温暖遥

在离休老干部赵代仁尧 阮
焕中家中袁 罗建川亲切地握着
两位年近九旬尧 精神焕发老同

志的手 袁 代表中铝公司党组书
记尧 总经理尧 中铝股份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肖亚庆同志袁 祝
愿他们健康长寿尧 家庭幸福尧 万
事如意袁 并献上了鲜花 遥 随后 袁
中铝公司领导又来到电解铝厂两
位已故职工吴应星尧 陈学强和水
电厂病故职工朱贵华家中袁 嘘寒

问暖袁 了解他们的困难袁 勉励他
们的子女努力读书袁 鼓励他们建
立战胜困难的勇气袁 表示组织将
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袁 并
把慰问金和慰问品交到他们手
中袁 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欢乐尧 祥
和的新春佳节遥

渊张义 文/摄影冤

罗建川看望慰问老干部和特困职工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