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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九大措施确保供矿任务完成
本报讯 2月 1日袁在二矿二届一次职代

会上袁该矿提出了九大措施袁以确保 2007 年
生产工作各项任务的完成遥

会上袁吴金木矿长在工作报告中对 2007
年工作提出了加强供矿组织协调袁 确保供矿
目标全面实现曰强化调度指令袁抓好内部生产
组织平衡曰提高全员管理创新意识袁巩固各项
管理成果曰加强成本控制袁实现管理目标曰创
新安全文化袁实现安全环保目标曰加快矿山发
展步伐袁做好重点项目配合曰加强人力资源管
理袁强化三支队伍建设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袁
实现人企发展尧人企双赢的目的曰加强野四好冶
班子建设 袁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等九大措
施遥 （王全新）

动力厂：为生产厂提供可靠动力保障
本报讯 动力厂于 2 月 1 日召开二届一

次职代会袁 认真贯彻分公司职代会精神袁对
2007年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和部署遥

2007 年袁动力厂在生产组织方面袁将以
均衡安全生产为主线袁 以节能降耗降费为重
点袁以夯实基础管理为基石袁以提高员工素质
为根本袁真抓实干袁扎实工作袁努力实现一个
目标袁盯住两个重点袁抓紧三项工作袁解决四
个关键袁千方百计抓好生产组织袁协调好风尧
水尧汽尧油的生产和转供袁确保均衡稳定生产袁
为生产厂提供可靠的动力保障遥 为确保完成
生产工作任务袁该厂制定了深挖内部潜力袁力
求节能降耗取得实效曰稳定均衡生产袁为生产

厂提供动力保障曰夯实管理基础袁提高管理整
体水平曰加强工程管理袁如期完成工程项目建
设曰野严尧实尧细冶抓安全袁努力实现安全文明生
产和开展系列活动袁 着力构建和谐工作环境
等重点工作措施遥 （李喜祥冤
服务中心：拓展思路谋发展
本报讯 服务中心在 2 月 1 日召开的首

届一次职代会上袁对中心 2007 年度的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遥

2007 年袁服务中心提出野拓展思路谋发
展袁服务经营谋发展曰以人为本建和谐袁强化
培训提素质曰完善制度抓管理袁安全质量上等
级曰围绕共建和谐目标袁着力推进企业文化建
设冶的工作要求遥 围绕这一目标袁中心对红福
酒楼尧宾馆尧游乐部尧游泳馆尧洗浴部尧客运部尧
配送部和幼教系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目
标遥 中心还提出袁将坚持野人性化与制度化管
理相结合冶的方法袁注重刚情并重的管理袁坚
持以人为本袁完善制度建设袁加大执行力度袁
通过开展各类培训袁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曰通
过抓安全工作尧抓现场管理袁不断促进管理水
平的提升遥 （舒琦）

炉修厂：做好做优做一流
本报讯 1月 30 日袁炉修厂召开二届一

次职代会袁从七个方面安排部署了 2007年该
厂的各项工作及对策措施遥

2007 年 袁炉修厂将以 野十项 冶工作为根
本袁创新发展曰以服务电解为宗旨袁压缩工期曰
以科技创新为龙头袁增强后劲曰以提质降耗为

重点袁优化指标曰以基础管理为支撑袁强基固
本为指导思想遥落实院细化工序袁量化工期袁压
缩大修周期曰全员参与成本管理袁节能降耗优
化成本指标曰强化 HSE 体系运行袁推进清洁
生产持续开展曰提高设备效率袁确保生产任务
完成曰深化质量管理袁创优质大修槽曰强基固
本袁 深层次开展基础管理工作曰 加强团队建
设袁构建和谐企业等七项工作措施遥职代会要
求全体员工努力工作袁 树立比顾客需求多走
一步的质量理念袁从细节入手袁内抓管理尧外
树形象袁实现炉修厂野做好做优做一流冶的目
标遥 （徐雪峰冤
铝型材厂：向控亏减亏扭亏目标奋进
本报讯 1月 30日袁在铝型材厂首届一次

职代会上袁 该厂认真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袁明确了 2007 年工作思想袁提出要以型材
厂改革改制为契机袁转变观念袁自加压力袁克
服困难袁创新工作袁加强管理袁降本增效袁向控
亏尧减亏尧扭亏目标奋进遥

为确保 2007年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袁该
厂提出了要扎实抓好以创建野四好冶班子为载
体袁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尧职工队伍建设曰建章
立制袁 强化管理袁 为生产经营奠定扎实的基
础曰依托中铝贵州企业袁落实原料资源袁降低
铝锭投入比例曰突出品牌袁抓住效益袁确保野订
单冶有质的转变曰以经济责任制为主线袁将产
供销的经营主链与各单位的全面工作及各项
指 标 挂 钩 考 核 等 十 项 重 点 工 作 和 措
施遥 （本报记者）

各单位召开职代会明确 2007年重点工作措施
“2006 年，分公司氧

化铝产量完成 102.40 万
吨，突破百万吨大关，铝锭
产量完成 36.27 万吨，实
现历史性跨越。”这是分公
司二届一次职代会总经理
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常
顺清总经理的话音刚
落，全场 960多名职
工代表和列席代表即
报以热烈的掌声。这
掌声是对分公司五年
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的最大肯定。

五年来，分公司
领导班子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以“和谐、
创新、发展”为目标，
不断推动企业实现更
好更快发展。氧化铝
产量翻番，电解铝产
量大幅跨越，资产总额攀
升，相当于“再造一个贵
铝”。五年来，一件件好事
实事深得人心：困难职工
帮扶中心，让困难职工感
受到了企业大家庭的温
暖；“互动双赢”结硕果，贵
州铝厂年产 10 万吨铝合

金圆铸锭工程顺利推进；
家属区和厂区的绿化美化
亮化，特别是一线员工的
操作室、待机室、更衣室的
装修一新；职工收入稳步
增加，住宅房产证逐步办
结，两年一次的全员体检
已形成制度；增加职工
补充养老保险金，使职
工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经
济储备。这些看的见、享
受着的实事，让广大职
工真正感受到企业发展
所带来的实惠。
职代会上，掌声阵

阵响起，最响亮最热烈
的还是“到 2010 年，分
公司氧化铝产能 160 万
吨，电解铝产量 45 万
吨，建成总资产和销售
总收入‘双百亿企业’”
奋斗目标的宣告，“天

蓝、地绿、人和、业兴”的
美好蓝图的绘就。

职代会上的每一次热
烈掌声，是和谐的音符，是
奋进的序曲。有充足的信
心，有昂扬的斗志，企业更
辉煌的明天定会在我们手
中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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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分公司的正确领导和碳素厂领导班子率

领下袁碳素广大员工团结一心袁奋力拼搏袁战胜
重重困难袁全年完成碳素制品 26.25 万吨袁同比
增长达 36%袁生产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遥

碳素厂厂长张衡说院野如果把我们的员工比
喻成天空中的星星袁 当每一颗星星都闪闪发光
时袁这片天空将是多么的灿烂袁这样的企业将是
何等的精彩遥冶正是 2060位碳素人袁用勤劳的双
手捧起了碳素 2006年的灿烂辉煌遥在每一块碳
块上袁都浸染着他们的汗水曰在每一次成功的背
后袁都有着太多太多的感动噎噎

野让我们再干一块冶
当检修人员来到成型机旁准备停机检修的

时候袁 操作人员诚恳的说道院野你们先把准备工
作做好袁让我们再干一块遥 冶

由于任务十分紧袁员工们生产争分夺秒袁上
述这一幕便时常发生在碳素一成型车间遥

6月袁沥青原料严重告急袁眼看生产就要中
断遥此时袁一队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寂静的沥青
仓库内遥 野天车抓斗抓不住袁我们就人工来取遥 冶
一成型车间的员工来到仓库袁 忍着呛人的粉尘
和难闻的沥青味袁把仓库的每一个角落袁甚至铁
轨下的沥青一点一滴的抠了出来袁积少成多袁终
于保住了生产遥

9 月份 袁车间很多员工患了流感袁几乎都
在打吊针遥 为不影响生产袁员工们轮流去输液袁
输完了立即回来换下个同事去遥面对病魔袁他们
咬牙坚持了下来袁一块不差的完成了任务遥领导
们感慨院野真是一群铁骨铮铮的汗子啊浴 冶

野我们就是这样平平凡凡的走了过来冶
从 5月份开始袁 四成型车间就一直处于超

负荷生产状态遥
生产印度厂家用的碳胶泥中袁 由于时间非

常紧且工艺极其复杂袁 车间昼夜不停地轮班生
产干了三天袁终于将 5吨多货按期交付遥

下半年生产任务重袁 几乎没有停产检修的
时间遥 于是袁员工们用上了统筹法袁在生产糊料
的那几天袁抓紧时间润滑成型机轨道轴承遥

不仅如此袁 该车间还将标准量化运用到工
艺流程中遥生产中出现异常情况时袁员工们不分
岗位袁只要是有空全部都上遥 在大家看来袁这全
是自己的份内之事袁 正如班长曾新华所说院野我
们就是这样
平平凡凡的
走过了这一
年遥 冶

野你买棵白菜也总要挑好的吧冶
由于一组装在技改袁二组装便承担起了繁重

的阳极浇铸任务遥在工作量最大的一个月袁他们
竟干了一万三千多块袁 这相当于以前三个组装
的总产量了遥 面对繁重的任务袁 每个人都在忙
碌袁周末也被利用起来遥

二组装车间的高师傅说得好院野你买棵白菜
也要挑好的吧袁 何况这出一块废块相当损失一
个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袁这是成本啊遥 冶为高产
高质袁车间绞尽脑汁袁将可省的流程抛开以节约
时间袁改造铁环压脱和涂石磨工具袁提高石墨的
涂抹质量等等袁 使浇铸的质量和速度都明显提
高遥

野开出了几十张换休票袁却只收回了一张冶
10月 4 日晚上袁导杆车间热闹非常遥 为了

抢修电解野10.3冶事故中损坏的导杆袁休息在家
的员工几乎全部赶到了车间遥 有的是自己听说
后赶来的袁有的是相互邀约而来袁还有的女员工
是爱人送进厂来的遥 一位开天车的大姐说院野我
正在家休息袁接到电话连衣服也没有换袁就打车
来了遥 冶

保槽用的电极是刚从电解槽上取下来的袁
还通红发热遥大家用木棒垫着袁站在灼人的碳块
上进行导杆修复作业遥夜里气温低袁被烤得汗流
浃背的他们一停下来袁 就冷得直哆嗦遥 三天时
间袁他们便抢修了 152根导杆遥

车间为了
补偿大家的

休息时间袁发下了许多换休票袁可车间主任姜平
森却只收回来一张遥 他感动地说院野面对这样的
员工袁我们要是没有做好各项工作袁真的已没有
任何理由了遥 冶

野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冶
2 月份袁碳素厂点检制正式实施袁成立了点

检车间和检修车间遥但员工们心里没有谱袁不知
道点检制的效果到底如何遥 厂长张衡说院野我们
没有好的经验可借鉴袁只有靠自己袁我们现在是
在摸着石头过河遥 冶

经过了一年的实践袁 点检制在碳素已经初
步取得了效果遥

检修车间成立两个月后袁 迎来了第一次大
会战要要要二成型检修遥 50余项检修任务袁过去

需要 7耀10天的时间遥 在车间 50多名检修人员
的攻坚下袁4天便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遥

如今袁在碳素厂的各个车间袁都有了巡视点
检小组尧TPM小组袁点检制已取得了好效果遥

野叶极地曳让我有了倾诉的平台冶
碳素厂在抓生产管理的同时袁 不忘思想政

治工作和企业文化的建设袁 时时掌握了解员工
思想动态袁为员工提供展现才华的平台遥

极地文艺沙龙在党委和厂部的大力支持和
指导下袁在员工的期待中诞生了遥这个由员工自
发组成的团体袁丰富了员工们的业余生活袁会刊
叶极地曳更是成为了员工们的好朋友遥

员工筱桐在叶点亮心灯曳一文中袁尽情的倾
诉了极地给她带来的变化和惊喜遥 她说院野在加
入极地前很长一段时间袁 我的业余生活单调而
无聊袁每当我回顾自己的脚印袁才感到失去了很
多袁我的心就像一盏灰蒙蒙的灯袁看不见明亮温
暖的灯光袁我悄悄地哭了噎噎冶

极地袁 点亮了许多碳素员工的心灯遥 一年
来袁极地开展了书画摄影展尧激情七月晚会尧文
学艺术交流等多项活动遥 会刊叶极地曳刊登的都
是员工自己的身边事袁身边人袁深受广大员工的
喜爱遥

2006年过去了遥 在碳素厂的每个车间尧每
个岗位上的都是些平平凡凡的人袁 可他们在碳
素的成长中都留下了让人感动的一幕幕遥 这
365 天的点点滴滴袁 是碳素人一笔笔刻下的痕
迹袁这骄人的成绩袁是碳素人不会忘记的感动与
真情遥 在希望与奋进的 2007年袁碳素人正携手
共进袁谱写着更加辉煌的篇章遥

感动碳素 2006

本报
讯 电 解
铝厂各车
间连日来以各种形式袁对分公司尧厂两级
职代会议精神进行了深入地学习贯彻遥

两级职代会召开以来袁 电解铝厂广
大员工深受鼓舞袁 各车间迅速以各种形
式学习贯彻落实职代会议精神遥 四计算
机室在学习中结合自身实际袁 工程技术
人员表示 2007 年要改进完善槽控制程
序袁优化控制技术袁加大攻关力度袁努力
开发适用于电解生产的新软件遥 电解六
车间员工们表示要珍惜自己的岗位袁努
力工作袁积极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遥针对
今年铸造生产压力将会更大等困难袁铸
造三车间领导班子表示了战胜困难的信
心的决心袁提出了具体的措施遥汽车队表
示袁安全是车队重中之重袁今年要强化工
艺车和机动车驾驶员的安全教育袁 严格
班前会和交接班制度袁 进一步强化安全
意识遥 此外袁各车间还利用班前班后会尧
座谈会尧黑板报尧宣传栏等手段加大了宣
贯力度遥

(杨柳 陈国良费光祥 石丕玉 孙海清）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分公司职代会

精神袁 把全体员工思想统一到分公司提
出的目标上来遥 1月 31 日以来袁氧化铝
厂层层开展了宣传动员工作遥

分公司职代会召开后袁 氧化铝厂迅
速召开职代会袁提出了今年的工作措施遥
八位厂领导下到各个车间宣讲分公司尧
分厂两级职代会精神遥 他们从氧化铝生
产装备能力尧工艺技术条件等方面袁系统
分析今年完成 110万吨氧化铝产量的可
能性袁着力宣讲厂部的工作思路和措施遥
在宣讲过程中袁 厂领导们还重点结合车
间的实际情况袁 与员工一起分析车间的
薄弱环节袁对如何落实厂部的野安全尧生
产尧成本冶等工作措施作了细致讲解遥 目
前袁该厂员工思想统一袁对今年工作干什
么尧怎样干有了明确的认识遥（姜文卓冤

本报讯 分公司及分厂二届一次职
工代表大会相继闭幕后袁 热电厂全厂上
下掀起学习贯彻两级职代会的高潮遥

厂部及各车间纷纷利用宣传标语尧
黑板报尧内刊叶热电之声曳尧叶黑金子曳等形
式大力宣传分公司职代会精神及陈阳厂
长在分厂职代会上提出的要求遥锅炉尧汽
机尧供电尧大修等车间抓紧时间召开车间
职代会袁 将新一年具体工作分解到车间
班组袁 认真细致地制定了今年的工作计
划遥在职代会精神鼓舞下袁全厂员工精神
振奋袁 生产现场一片红火景象要要要锅炉

车间抓紧消
缺袁 供电车
间借天气晴

好的时机做好外线清扫及预防性试验工
作袁燃运尧车队配合日夜转煤袁为节日枯
煤期做好原煤转移袁 同时新六配异地增
容改建工作专业组抓紧质量监督袁 力保
二季度初试车投产袁 为氧化铝扩建的烧
成窑做好电力保障遥 （肖荣丽）

本报讯 近日袁华阳公司各部门各车
间负责人及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学习了贵
州铝厂九届一次职代会精神遥

会上袁公司总经理杨启立尧党总支书
记仝勇与大家学习了厂职代会精神袁对
公司 2007 年的工作任务进行了讨论和
分析袁对完成公司 2007年 140万元的利
润任务表示有决心有信心。（谢东滨）

电解铝氧热电华阳掀起宣贯职代会精神高潮

中铝贵州企业职工积极参加白云区
政府组织的送科技、送文化、送医疗“三下
乡”活动。上图为厂退休职工、中国书协会
员李臣智（左二），碳素厂员工、省书协会
员杨森武（右二）等在现场为义务书写春
联。下图为企业离退休职工在 2月 2日都
拉乡举行的“三下乡”启动仪式上参与威
风锣鼓表演。渊黄升德 摄影报道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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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1 日袁 在电解 厂
2006年度宣传报道座谈会上袁陈
明利尧杨平等 6 名通迅员被评为

该厂 2006年野新闻能手冶遥
2006年袁在广大通迅员的努

力下袁电解铝厂宣传报道工作取
得了好成绩遥 尤其是活跃在生产
一线的广大通迅员不辞辛苦袁及

时 报
道 企
业 的

生产工作情况袁讴歌了身边的好
人好事及先进模范人物事迹袁展
现了电解员工敬业爱岗尧敢于拼
搏的精神面貌 ,涌现出了陈明利尧
杨平等一批新闻能手遥（杨柳）

电解铝厂 6员工当选“新闻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