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院碳素厂工会主席周继业与分
会主席签订劳动保护监督检查责任
书。今年责任书内容突出了安康杯
“六个零”的目标。渊马博男 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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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元月 17 日袁厂
团委在文化宫召开 2007 年
工作务虚会袁谋划新一年工
作遥 贵州铝厂工会主席陈刚及厂尧分公司 24
家单位共青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参会的团干部结合实际袁从不同角度对中

铝贵州企业 2007 年共青团工作进行了讨论
发言尧献计献策袁就如何更好尧更实尧更新地
开展好共青团各项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尧
建议和思考遥 会上袁确定了野思想建团尧活动
促团尧文化兴团尧基础强团冶为本年度的重点
工作要求遥

厂团委副书记李锐对 2006年共青团工
作进行了总结遥 他指出袁过去一年在厂党委
的正确领导下袁中铝贵州企业共青团工作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遥 2007年袁团的工作要进一
步整合团内部资源袁 集中团内优势开展工
作袁努力打造共青团工作新品牌袁在确保各
项工作顺利完成的同时袁重点抓好野企业发
展与青年责任冶主题教育尧野青年岗位职业生
涯导航计划冶 活动尧野青年文化行动冶尧野临时

用工青年管理冶尧野电子团务
管理冶等五项具体工作遥

陈刚充分肯定了 2006
年共青团工作取得的成绩遥 他希望各级团组
织在新的一年里认清新形势尧 确定新目标尧
展望新作为尧取得新成绩袁并要求各级团组
织和广大团干部解放思想袁转变观念袁提高
认识袁要找准位置袁立足岗位袁突出实效袁注
重发挥优势袁与时俱进袁开拓创新袁以饱满的
精神尧良好的风貌尧务实的作风袁以丰富多样
的活动袁不断开创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遥

（冉袁川）

贵州铝厂团委谋划新一年工作

本报讯 2006 年袁碳素厂加
工车间认真开展 野建设节约型
职工小家袁争做节约降本标兵冶
立功竞赛活动袁 极大提高了员
工创新意识尧竞争意识和奉献意识袁在车间
树立起野劳动光荣尧节约崇高尧创造伟大冶的
时代新风袁激发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袁从而推动了车间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遥

该车间在开展野建争冶竞赛活动中袁注重
宣传发动袁让车间员工都明白活动的目的和
意义袁积极广泛参与遥车间通过举办演讲会尧
大讨论尧组织员工认真学习当代工人楷模许
振超的先进事迹等多种形式袁积极倡导节能
意识尧节约习惯尧节能技术袁在车间营造起浓
厚的活动氛围遥 在活动中袁结合本单位实际
开展野创争冶工作袁在各班组尧岗位开展的野明
星班组尧明星个人尧文明岗位冶评选活动遥 促
进了班组的生产指标尧成本控制尧节能降耗尧
修旧利废等指标的改善袁激发了广大员工的
创新激情袁生产指标月月创新高遥 2006年加
工合格率达 98.54豫袁1要10 月加工投入产出
率达 70豫遥均比计划明显提高遥同时袁配合分
厂对阴极块产品配方不断改进及技术升级袁

完成了大批量不同配方 GS-3尧GS-10 试验
块的加工及取样工作遥全年共为国内外十余
个厂家生产三个品种袁49 种规格阴极块 1.2
万吨袁未发生一起质量争议和差错遥 野建争冶
竞赛活动真正落到了实处袁取得了成效遥

降本降耗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遥加工
车间工会立足实际袁配合行政建立起班组成
本分析机制袁 制定班组消耗台帐及降耗目
标袁强化成本管理遥他们从点滴节约做起袁在
澡堂管理中实行班班抄表制遥对带锯冷却水
控制流量并做到停机关水遥 2006 年前三季
度车间机尧物尧料消耗就比计划降低了 15万
元遥活动中把劳动竞赛与征集合理化建议结
合起来袁以充分发挥广大员工的聪明才智和
创新能力遥利用废双构槽改切四期电解用底
部侧块建议经实施后袁 创效达 100多万元袁
并被省职工技术协会授予创新优秀成果奖遥
而罗氏吊装法的实施袁彻底解决了吊运碳块
时尼龙绳滑动脱落问题袁不仅大大提高了工

效袁 且降低了尼龙绳的消耗袁确
保了安全生产遥仅此一项节约成
本 2000多元遥

刀片和带锯片价格昂贵消
耗大袁 是加工车间降本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遥
车间工会利用野创争冶活动发动群众开动脑
筋想办法遥综合各种建议后袁车间制定了野三
定冶工作制度袁规定带锯片工作完毕后松开
打孔袁减少疲劳袁延长使用寿命遥 同时袁积极
开展修旧利废袁将报废的旧刀片尧带锯片进
行回收袁尽量修复重新用于生产遥2006年袁带
锯尧刀具消耗较上年明显降低袁带锯消耗下
降 32.46%袁各种刀片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消
耗仍有下降袁两项节约成本达 26862元遥

生产过程中袁 有部分毛坯块因出现变
形袁内部裂纹袁气孔袁掉棱掉角而被判为废
品遥 若直接破碎返回流程实在可惜袁而通过
对废碳块的大改小袁长改短袁可实现二次利
用遥 车间工会利用开展野创争冶活动袁将其列
为劳动竞赛增收项目袁 在各班组赛产量尧赛
质量尧赛成本袁使投入产出率又有新的提高袁
并优于分公司考核目标遥全年碳块废改正增
加的实产就达 1000多吨遥 （石国宏）

立足创新 突出特色 扎实有效抓降本

碳素加工工会抓“建争”促生产

本报讯 厂和分公司职代会刚
闭幕袁元月 29 日袁碳素厂就迅速掀
起贯彻学习职代会精神的热潮遥

按照分厂党委尧厂部的部署袁各
车间充分利用例会和班前会学习职
代会精神遥 学习讨论中广大员工认
为袁常顺清总经理报告催人奋进袁鼓
舞人心袁增长势气袁反映了广大员工
的心声 , 纷纷表示要紧紧围绕发展
主题袁贯穿一条主线袁以更加昂扬的
斗志袁 饱满的工作热情袁 科学的态
度袁 务实的作风为分公司新的发展
目标做出贡献遥（马博男 王冰棱冤

本报讯 1月 29日袁机械厂召开
全厂干部会袁 传达贯彻贵州分公司
二届一次职代会会议精神遥

会上袁该厂厂长石连军尧党委书
记蔡民主传达了分公司职代会精神
和常顺清尧周利洪尧何维等领导在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遥 石连军要求各车
间尧科室要以职代会精神为指导袁加
强计划尧周密安排尧严格考核尧落实
安全措施袁严格安全管理袁为完成全
年的生产工作任务而努力奋斗遥 该
厂党委书记蔡民主就学习贯彻职代
会精神作了安排和部署遥（王丽萍）

本报讯 1 月 30 日袁 房地产管
理中心召开会议袁 传达贯彻总厂九

届一次职代会精神遥
中心经理沈元贵在会上传达了党委书记

常顺清尧 厂长周利洪和党委副书记何维在职
代会上的讲话精神袁 认真学习了厂长工作报
告袁 并就学习和贯彻落实总厂职代会精神提
出了具体要求遥 （王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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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电解铝厂党委以
创建野五好冶支部竞赛活动为
载体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建
工作袁把务虚的党建工作变
成务实的具体工作袁不断提
高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遥

一开年袁 该厂便下发了
在全厂创建野五好冶党支部竞
赛活动的通知袁按照贵州铝
厂第四次党代会上提出的

野支部班子好尧 党员队伍好尧
制度建设好尧工作业绩好尧群
众反映好冶的要求袁部署创建
野五好冶支部的工作遥 分厂党
委在本支部管理成功经验的
基础上袁 采取定性和定量相
结合的原则袁 制定了新的考
核细则袁开展了创建野五好冶
支部竞赛遥

活动中袁 每季度将对各

支部思想政治工作尧 党风廉
政建设尧群工工作尧精神文明
建设尧综合治理尧创建学习型
车间科室渊班组冤等基础工作
进行考核评定袁 让普通员工
也参与考核遥 同时增加了支
部工作野亮点冶加分的比重袁
对支部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尧
优秀人物尧 管理成果等进行
加分遥 （张虹 廖潇蕾）

电解厂创建“五好”支部竞赛全面铺开

本 报讯
1 月 19 日 袁
华阳公司工
会召开公司贤内助座谈
会袁 公司党政领导对贤内
助们长期以来对公司工作
的支持表示感谢遥
这是华阳公司第一次

组织召开的贤内助座谈

会遥 会上袁 公司总经理杨
启立尧 党总支书记仝勇向
大家介绍了 2006 年公司
生产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袁
感谢贤内助们一年来袁 对
公司各部门尧 车间负责人

经常加班加
点工作在生
产现场袁 而

顾不上家里的理解和支
持遥 贤内助们对公司领导
的关心表示感谢袁 并祝华
阳公司在新的一年取得更
好的成绩遥

（谢东滨）

华阳公司工会召开贤内助座谈会

新年伊始袁 在电解四
车间两个厂房的待机室
里袁出现了一本野特殊冶的
挂历遥说它特殊袁是因为它
是由车间团支部自行设计
制作的袁 上面的图片不是
什么花草树木袁 也不是什
么名车尧名模之类的遥它上
面印的是我们身边普普通
通的员
工要要要
车间的
野五星冶
作业长尧野五星冶电解工尧技
师等遥

这本挂历的出现袁在
车间内部引起热情的反
响遥因为袁这是第一本电解
工的挂历袁 是电解工第一
次成为挂历的主角遥 车间
每一位看见这本挂历的员
工袁 都要拿起来细细翻看
一番遥看见有自己班的袁就

骄傲的大声叫野快来看袁某
某上挂历了冶遥没有自己班
的袁 就怀着羡慕的心情对
挂历上的人评头论足一
番遥一时间袁这本挂历成了
车间的热门话题遥 每一位
看了挂历的员工袁 在心里
都默默地暗下决心袁 希望
下一年的挂历上能够出现

自 己 的
身影袁当
一回野挂
历 明

星冶遥 于是袁在车间员工中
悄悄掀起了一场学 尧 比尧
赶尧超的热潮噎噎

这本挂历虽不大袁但
它却实现了车间领导的良
苦用心要要要通过这本小小
的挂历袁 激发车间青年员
工学先进尧 赶先进尧 当先
进袁 人人争做知识型员工
的学习意识和竞争意识遥

“特殊”的挂历
○王梅

本报讯 1月 30日袁在分
厂职代会前夕袁热电厂 69个
班组几乎同时收到厂长陈阳
署名的一封公开信遥 这封写
给全厂员工的信遥 陈阳以非
常真诚感性的语调袁 与员工
谈安全管理袁 讲述了在遵章
守纪上时刻保持野慎独冶的重
要性遥

公开信在全厂员工中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袁 人们从
厂长谆谆的语调中感受到新
一年安全工作的份量袁 同时
也感受到热电厂全新的安全
管理文化带来的心灵震撼遥

这些年来袁 热电厂的安

全管理始终注重解决野意识冶
和野技能冶的问题遥 将安全工
作提高到与落实科学发展观
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重
视袁 与做思想政治工作相结
合遥通过多渠道的安全教育袁
使员工对既定制度有一份敬
畏感袁 从而建立绝不 野走钢
丝冶野越高压线冶的心理防线遥
在解决野技能冶问题上袁热电
厂主要
致力于
体系运
行质量
的 提
高要要要

落实责任袁 形成专业部门对
车间尧车间对班组尧班组对个
人尧 个人对同伴的层层负责
制袁形成野众人拾柴火焰高冶
的安全生产局面遥 取得了安
全事故为零的好成绩遥 袁

在厂长余音绕梁的话语
中 袁2007 年 袁野平安热电 冶又
将野从耶心爷开始冶遥

（肖荣丽冤

平安热电 从“心”开始

热电厂长致信全体员工谈安全管理

本报讯 1月 18日袁 计控厂党委组织副科以上干部
及党风廉政监督员集中学习 , 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遥
学习后袁对与会同志提出了要求遥 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要认真落实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要大力倡导八个方面
的良好风气的要求 ,带头做到生活正派 ,情趣健康 ,讲操
守 ,重品行 ,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 ,保持高尚的精神
追求 ,以身作则带好职工队伍遥 （温慧）

计控厂组织学习胡锦涛重要讲话

本报讯 1月 17 日袁石灰石矿党委学习中心组组织
学习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精神遥

矿党委副书记王作勇主持与会者认真学习了中纪
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袁
并结合自身工作展开了讨论遥 矿党委书记陈玉凯要求
各支部书记要深刻领会尧 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袁在生活工作中身体力行袁带头执行好党的
组织纪律袁积极做到廉政尧勤政袁成为党性强尧业务精尧
工作好尧业绩优的基层党务工作者遥 (刘宏飞)

石灰石矿党委学习中纪委七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 近日袁 炉修厂通过局域网发布关于春节
期间进一步加强廉洁自律和勤俭节约的通知袁 要求各
级干部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中央和中铝公司关于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袁重温廉洁从业实施细则尧八
条十四不准袁 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廉洁从业和遵纪守
法教育遥各党支部还公示了厂纪委监督举报电话遥通过
学习袁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尧干部纪律观念和廉洁自律意
识袁弘扬了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精神遥 （徐雪峰）

炉修厂加强廉洁自律工作

本报讯 为落实建设具有贵铝特色的野和谐共赢冶企
业文化目标袁培育共同价值观袁1 月 12 日袁氧化铝厂党
委召开会议袁研究制定加快企业文化建设步伐袁使企业
文化尽快形成文化力尧执行力尧生产力袁成为推动氧化
铝发展和提升效益的强大精神动力的规划遥（赵光宇）

氧化铝制定企业文化建设规划

本报讯 1
月 17 日 袁塔
山分局小山坝派出所摧毁
一盗窃团伙袁 该团伙三名
成员全部落入法网遥

自去年 9 月份以来袁
家住修文县王官村尧 小山
村的卢林尧韩剑川尧杨远才
三人纠集在一起袁 利用零
点以后夜深人静尧 人们熟
睡之机袁采用翻墙尧揭瓦 尧

撬窗入室等作案手段 袁先
后窜入一矿电影院尧 备件
仓库和职工家中袁 盗窃电
缆线尧汽车轮胎尧家用器具
等价值 4000 余元的物品 遥
小山坝派出所接到报案
后袁 立即组织警力展开侦
破工作遥 一面加强夜间巡
逻和蹬点守候袁 一面深入

矿区周边村
寨调查走访遥

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线索 袁
迅速将卢林尧韩剑川尧杨远
才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遥
经讯问袁 三名犯罪嫌疑人
对合伙盗窃一矿电缆线 尧
汽车轮胎和职工家用器具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
前袁 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遥（陈凤鸣）

小山坝派出所摧毁一盗窃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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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院热电厂锅炉车间工会主席与各工会小组长签
定 年员工“安全互保协议书”。渊钱朝洪 摄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