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铝厂第九届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07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在贵铝
影剧院举行遥这次会议是在
全厂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袁认
真落实中铝公司 2007年工
作会议所确定的各项任务袁
以及全体干部职工切实践
行野互动双赢建和谐 袁抢抓
机遇谋发展冶 的战略部署袁
取得了经营成果上台阶袁改
革有突破袁 发展有成效 ,全
面完成 2006年各项工作任
务袁超额完成盈利计划的大
好形势下召开的袁是进一步
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职工
以只争朝夕尧时不我待的进
取精神 袁以厂兴我荣 尧厂衰
我耻的神圣责任袁以创新求
强尧 与时俱进的发展思路袁
以顽强拼搏尧勇攀高峰的工
作干劲袁 为建设 野天蓝尧地
绿尧人和尧业兴冶的和谐贵铝
而团结奋斗的一次重要会
议遥会议认真听取和审议了
厂长周利洪同志代表厂部
所作的题为 叶把握机遇袁科
学发展 袁励精图治袁迎接挑
战袁 为全面完成 2007年各
项任务而努力奋斗曳的工作
报告 袁 审议了 叶贵州铝厂
2007 年经 济责 任制总 方
案曳袁 讨论和审议的议题还
有 2007 年各有关专业计划
和 叶2006 年职代会专门委
员会工作报告曳袁 通过了有
关选举事项遥在大会主席团
的领导下袁经过全体与会代
表的共同努力袁圆满完成了
大会的各项议程袁现决议如
下院

一尧 会议认真听取和
审议周利洪厂长所作的叶把
握机遇 袁科学发展袁励精图
治袁迎接挑战袁为全面完成

2007 年各项任务而努力奋
斗曳的工作报告遥 代表们一
致认为袁2006 年袁贵州铝厂
在中铝公司的正确领导下袁
在厂和分公司野互动双赢建
和谐袁 抢抓机遇谋发展冶号
召的指导下袁全厂干部职工
牢牢抓住企业改革与发展
的中心任务袁紧紧围绕全年
的工作目标袁 克服困难袁努
力拼搏袁在生产经营尧改革
发展尧科技管理尧项目开发尧
队伍建设尧 思想政治工作尧
精神文明建设和建设美好
家园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袁 在 2005 年首次扭亏
为盈的基础上袁 实现了连
续盈利遥 厂长工作报告对
2006 年工作的回顾和总结
是实事求是的尧 客观全面
的 遥 代表们对厂部的工作
表示满意 袁并一致认为 袁更
新观念尧 坚定信心是推进
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前
提 曰野服务主业求生存 袁配
套主业求发展冶 是推动存
续企业健康 尧 全面发展的
有效途径 袁 是对我们工作
体会的精辟概括遥

会议认为袁厂长工作报
告全面客观地分析了 2007
年贵州铝厂面临的形势袁提
出的今后 3 至 5 年的发展
规划和 2007 年的指导思
想 尧工作目标尧重点工作及
措施袁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
的袁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袁是
鼓舞人心的袁通过全厂职工
的共同努力是能够实现的遥
与会代表经过认真审议袁对
叶厂长工作报告曳 表示完全
赞同遥

二尧 会议审议了叶2007
年经济责任制总方案 曳和
2007 年各项专业计划遥 与
会代表认为袁经济责任制总
方案突出对经济效益指标

和工作绩效指标的考核袁充
分体现了收入多少与责任
大小尧风险高低 尧贡献多少
紧密相联袁 以业绩定收入袁
向实现增收尧增效的单位和
部门倾斜袁实施公平尧公正尧
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有效激
励袁有利于调动全厂职工积
极性尧创造性和各单位追求
服务最优化尧 效益最大化袁
不断提高企业效益和工作
效率遥要求各单位不折不扣
地做好层层分解和落实工
作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袁 确保 2007 年各项生产
经营任务的完成遥

三尧会议审议了贵州铝
厂业务招待费的使用情况遥
代表们一致认为袁2006年厂
的业务招待费袁开支标准和
范围符合管理规定袁帐目健
全尧清楚袁手续尧程序完备遥

四尧会议民主测评了厂
领导班子成员遥代表们一致
认为袁以职代会民主评议干
部为平台袁落实了职工代表
的评议监督权袁加强了企业
民主政治建设袁进一步增强
了领导班子主动接受职工
群众监督的自觉性遥

大会号召袁全厂职工要
以邓小平理论和 野三个代
表 冶重要思想为指导 袁树立
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袁认真学
习贯彻中铝公司年度工作
会议精神袁在厂党委和厂部
的领导下袁在贵州分公司的
大力支持下袁 在 野天蓝尧地
绿尧人和尧业兴冶的目标引领
下 袁聚精会神谋事业 袁万众
一心促发展袁 把握机遇袁转
变观念袁科学发展袁励精图
治袁迎接挑战袁乘势而上袁为
全面完成 2007年的各项任
务而努力奋斗袁用我们全部
的心血和汗水袁共同创造贵
铝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遥

贵州铝厂九届一次职代会决议
（2007年 1月 26日通过）

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第二届
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07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在贵铝影剧院
举行遥 这次会议是在厂和分公司
生产经营业绩突出尧技术改造成
绩斐然尧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尧企
业文化建设再谱新篇尧和谐贵铝
建设迈出新步尧互动双赢成效瞩
目袁实现分公司野五年见成效冶目
标的形势下召开的袁是进一步动
员广大职工为建设野天蓝尧地绿尧
人和尧业兴 冶的和谐贵铝而团结
奋斗的一次重要会议遥 会议认真
听取和审议了 叶总经理工作报
告曳尧叶2007年绩效考核方案曳袁讨
论和审议的议题还有 2007 年各
有关专业计划和叶2006 年职代会
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曳袁 通过了
有关选举事项遥 在大会主席团的
领导下袁经过全体与会代表的共
同努力袁圆满完成了大会的各项
议程袁现决议如下院

一尧会议认真听取和审议了
常顺清总经理所作的叶立足新起
点袁确立新目标袁实现新发展袁为
建设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 冶的和
谐贵铝而团结奋斗 曳 的工作报
告遥 代表们一致认为袁2006 年是
分公司广大员工同心协力袁拼搏
奋战袁 积极克服内外部不利因
素袁战胜野8窑14冶主供水管道相继
爆管和野10窑3冶电解四系列停电的
严峻考验袁出色地完成各项生产
工作任务的一年袁 是各单位尧各
部室及广大员工在分公司领导
班子的正确尧有力领导下 袁认真
贯彻落实一届四次职代会和季
度干部大会精神袁坚定不移地按
照 野围绕一个中心 袁突出一个主
题 袁驱动两个轮子 袁加速三大工
程 袁推动四项建设 袁规范五项管
理袁实现六大业绩冶的总体要求袁
在困难中拼博袁 在拼搏中奋进袁
全面完成总部下达的计划任务袁
实现野五年见成效冶预期目标袁取
得瞩目成绩的一年遥 实践再一次
证明袁2006年分公司提出的决策

思路是正确的袁 工作方向和重心
是清晰的袁 举措和办法是切合实
际和具体可行的遥 总经理工作报
告对 2006 年工作的回顾和总结
是实事求是的尧客观全面的遥回顾
五年来的发展历程袁 总结出来的
六点体会值得我们坚持和发扬 遥
代表们对分公司的工作表示满
意袁给予高度评价遥

会议认为袁 总经理工作报告
从外部和内部袁全面而客观地分析
了 2007年分公司面临的形势和主
要困难袁提出的今后五年的工作指
导思想尧奋斗目标以及 2007年野紧
紧围绕发展主题袁 贯穿一条主线袁
抓住两个关键袁 突出三个重点袁推
进四大项目冶 的总体工作思路袁是
符合实际的袁是鼓舞人心的袁尤其
是建设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冶的和
谐贵铝的奋斗目标体现了厂和分
公司广大在职和离退休尧内退职工
的根本利益袁反映了全体贵铝人的
共同愿景曰 对 2007年工作任务的
安排是恰当的袁 措施是有力的袁也
是切实可行的袁通过全体员工的努
力是能够完成的遥经过与会代表的
审议袁大家一致对总经理的工作报
告表示完全赞同遥

二 尧会议审议了 叶2007 年绩
效考核方案曳遥 与会代表认为袁该
方案继承了历年来分公司 叶绩效
考核方案曳野效率优先尧注重公平尧
按绩取酬尧按劳分配冶的原则袁围
绕实现 2007 年分公司生产经营
目标袁 运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和工
具袁科学尧系统地设计绩效考核指
标体系袁全面尧准确地评价了各级
组织的绩效遥薪酬与绩效挂钩袁激
励与约束并重遥 最大限度地调动
了各二级单位尧 职能部门和全体
员工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尧创造性袁
充分发挥了激励约束机制对生产
经营和管理工作的促进作用袁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袁 要求各单位要
认真学习袁深刻理解袁不折不扣地
做好层层分解和落实工作袁 充分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遥

三尧会议审议了二 00 七年各
项专业计划遥与会代表认为袁我们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袁以野和
谐尧创新尧发展冶为目标袁优化生产
组织方式袁实现提产提质目标曰严
控经济技术指标袁 深入推进节能
降耗曰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袁实现企
业新的发展曰落实科技发展规划袁
加强知识产权工作曰 不断夯实管
理基础袁全面促进管理创新曰加强
矿山建设进程袁 提高资源保障程
度袁正视困难袁用好机遇袁趋利避
害袁扎实工作袁确保 2007 年各项
工作计划的完成遥

四尧 会议审议了分公司业务
招待费的使用情况遥 代表们一致
认为袁2006 年分公司的业务招待
费袁 大大低于国家税法规定的额
度袁 开支标准和范围符合上级规
定袁帐目健全尧清楚袁手续尧程序完
备遥

五尧 会议民主测评了分公司
领导班子成员遥代表们一致认为袁
以职代会民主评议干部为平台袁
落实了职工的评议监督权袁 加强
了企业民主政治建设袁 进一步增
强了领导班子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的自觉性遥

2007年是分公司迎来新发展
的开局之年袁分公司进入了又一个
重要的机遇期遥 大会号召袁全体员
工在贵州铝厂党委和贵州分公司
的领导下袁以邓小平理论和野三个
代表冶重要思想为指导袁坚持科学
发展观统揽全局袁认真贯彻党的十
六大尧十六届五中尧六中全会精神袁
按照分公司今后五年的工作指导
思想和 2007年总体工作思路的要
求袁在野五年见成效冶的坚实基础
上袁立足新起点袁以创新的精神袁创
新的思路袁创新的智慧袁团结一致尧
万众一心尧真抓实干尧开拓奋进袁全
面完成 2007年的各项生产工作任
务袁在实现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冶奋
斗目标和 野打造贵铝百年老店冶的
征程中再书新篇袁为中国铝业公司
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而拼搏奋斗浴

贵州分公司二届一次职代会决议
(2007年 1月 26日通过)

职 工 代 表 大 会 剪 影贵州分公司 二届一次
贵州 铝厂 九届一次

银贵州省总工
会副主席殷明华代
表省总工会向大会
的召开表示祝贺！

银贵州铝厂党
委副书记何维在职
代会上讲话。

银贵州铝厂
副厂长曹跃清就
2007 年经济责
任制总方案作说
明。

银贵州铝厂
工会主席陈刚主
持大会。

银贵州分公司
副总经理谢青松就
2007 年绩效考核
方案作说明。

银分公司签订 2007年《绩效责任状》。 银贵州铝厂签订 2007 年《绩效责任状》。

银职工代表认真听取职代会工作报告。

银厂军乐队奏起迎宾曲，欢迎职工代表。银 庄严隆重的大会会场。

银表彰 2006 年度先进单位、集体和个人。

图为厂和分公司 2006年度劳动模范上台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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