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住户院
中铝贵州企业房改接

轨办理产权证收集住户资料的工作已接
近尾声袁 现在我们正在为已购房户办理
房屋产权证袁 但是目前还有部分已购房
户没有按我们的通知要求及时提交证明
和签订合同遥为了加快办证进度袁保障住
户的权益袁 请至今还没有提交证明和已
接到通知没有来签订合同的已购房户袁
于 2007 年 2 月 28日前抓紧到我中心房

地产管理科提交证明和签订合
同遥逾期不办理者袁将按贵州省

人民政府文件渊黔府发 [2004]11 号冤执行遥
由此所增加的土地收益金月息加计利息
部分 渊从 2000 年 1 月 1 日算起袁 利率为
3.375译冤由购房户自己承担遥

请各位住户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袁
并相互转告遥 特此通知遥

贵州铝厂房地产管理中心
2007年 2 月 8 日

通 知

本报讯 新春佳节即将到
来之际袁 贵州铝厂党委副书记
何维尧副厂长曹跃清尧贵州分公
司副总经理黎云和贵州铝厂工
会主席陈刚等厂尧分公司领导袁
于 2月 9日上午到职工医院看
望慰问了住院职工和家属遥
上午 9 时 袁何维 尧曹跃清 尧

黎云尧 陈刚等领导来到职工医
院袁代表常顺清总经理尧周利洪
和厂尧分公司袁对住院病人表示
慰问遥领导们走遍每一间病房袁
送上慰问品袁 关切询问住院病人的病情
和治疗情况袁叮嘱他们安心治疗袁早日康
复袁并祝大家新年愉快遥 厂工会和厂尧分
公司相关处部室负责人参加了慰问活
动遥 渊本报记者 董建宇冤

厂分公司领导慰问住院职工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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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回春晖渐袁万象始更新遥丁亥年新春佳
节即将来临袁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袁我谨
代表公司党组和两公司班子向全体员工尧内
退职工尧 离退休人员和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
和衷心的慰问遥

东风浩荡满眼春袁奋发向上又一年遥过去
的一年袁 是公司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
中全会精神袁坚持科学发展尧创新发展尧和谐
发展袁实现野十一五冶良好开局的一年曰是公司
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市场袁增强控制力尧
影响力尧带动力袁经营业绩再创历史最好水平
的一年遥 公司资产总额从 2001 年组建时的

358 亿元增至 1526 亿元袁销售收入从 199 亿
元增至 1055亿元袁 实现全年利税 308 亿元袁
其中利润达到 225 亿元遥

过去的一年袁辉煌在汗水中铸就袁激情在
奋斗中燃烧遥在资产规模 1000亿元以上的中
央企业中袁 中铝公司销售收入增长率排名第
一袁利润总额排名第八袁在冶金行业排名第一曰
公司固定资产保值增值率尧净资产收益率一直
名列前茅袁取得了六年再造三个野中铝冶的骄人
业绩遥公司氧化铝产量位居世界第二袁铝和钼
加工能力位居亚洲第一袁 电解铝和钛产量位
居全国第一袁公司跃居世界第渊下转第四版冤

新 春 慰 问 信

本报讯 春风浩荡袁 歌舞欢畅遥 2
月 12 日晚袁 贵铝影剧院张灯结彩袁欢
声笑语袁洋溢着祥和欢乐的节日气氛袁
中铝贵州企业 2007 年春节团拜会暨
文艺晚会在这里隆重举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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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厂尧 分公司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与老
领导尧老同志袁先进模范代表袁及来自
生产一线的职工代表欢聚一堂袁 共迎
新春佳节遥

初春的铝城暖意融人袁华灯齐放遥
布置一新的影剧院内一派喜庆袁 乐曲
阵阵袁大厅挂满红灯笼袁参加团拜会的
员工着装整齐袁满怀喜悦之情庆新春遥

晚八时袁团拜会在开场舞叶金猪报
春曳欢快乐曲声中开始遥身穿红袄绿裤
的男女轻舞彩带跳起舞袁 全场充满节
日的欢乐气氛遥在热烈的掌声中袁厂和
分公司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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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钢尧邹善能走上舞台袁向大家拜年问
好遥常顺清在简短热情的致辞中袁代表
厂党委尧 厂和分公司领导班子全体成
员向企业全体职工尧离退休人员尧职工

家属和贵铝的建
设者们致以新春
的祝福遥 他号召
全体同志团结起
来袁 在新的一年
里袁为建设天蓝尧
地绿尧人和尧业兴
的和谐贵铝而努
力奋斗遥

晚会演出新
颖喜庆袁 舞台以
红色为主调 袁大
红灯笼造型中镶
嵌的野春冶字鲜艳
夺目袁生机盎然遥
舞蹈叶抬头见喜曳
充满活力袁 表达
了人们载歌载舞
迎新春的喜悦心情遥男声独唱叶高原
红曳赞美了高原壮丽的景色遥荣获全
省职工舞蹈大赛银奖的舞蹈 叶勇往
直前曳袁 歌颂了贵铝人热爱企业袁勇
于奉献的高昂斗志和勇往直前的大
无畏精神遥 幼儿舞蹈叶恭喜发财曳孩
子们活泼天真袁获得阵阵掌声遥二重

唱叶家和万事兴曳歌唱了中华民族尊老
爱幼的传统美德遥中老年表演叶美好的
生活曳 展现了铝城老年人幸福的晚年
生活遥 老人们台上挥毫题词院野和谐贵
铝袁 美好家园冶 赢得满堂掌声遥 舞蹈
叶搏曳 歌颂了电解人险情面前不低头袁
团结一心勇拼搏的精神风貌遥国粹叶京

剧名段联唱曳袁 生旦净丑轮番上场袁精
彩的表演赢来阵阵喝彩遥 晚会在欢快
热烈袁气势雄浑的大型歌舞叶辉煌要要要
铝城曳中落下帷幕遥

演出结束后袁常顺清尧周利洪等领
导走上舞台与演职人员亲切握手袁祝
贺演出成功遥

厂尧分公司各单位尧机关各部室副
处以上干部袁厂直属科级单位负责人袁
各二级单位工会尧团委负责人袁民主党
派人士代表袁军烈属尧知识分子尧女职
工等各方面代表千余人参加团拜会观
看了文艺演出遥

渊本报记者 王虞/文 肖春生/摄冤

中铝贵州企业隆重举行 2007 年春节团拜会

本报讯 春节前夕袁贵州
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
总经理常顺清袁 贵州铝厂厂
长周利洪等领导走访看望慰
问了企业特困户家庭袁 给他
们送去了组织的关怀和党的
温暖遥

2月 13 日上午袁常顺清
与厂工会主席陈刚等来到中
坝刘庄街机械厂病故职工王
淑海家中袁 看望慰问了王淑
海的妻子和正在读小学的女
儿王钥遥常顺清嘘寒问暖袁向
她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袁
祝福她们新年快乐遥 他勉励
小王钥努力学习袁早日成材袁
以报效祖国遥随后袁常顺清等
领导看望慰问了病故职工邓
甫华尧 张贵林尧 金龙祥的遗
属遥

周利洪与分公司副总经
理黎云看望慰问了热电厂已
故职工刘先安等 4户病故职
工遗属袁 向他们送去了组织
的关怀和党的温暖遥此外袁厂
党委副书记何维尧 副厂长曹
跃清尧 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
康尧谢青松尧刘建钢和副厂长
邹善能也分别看望慰问了居
住在龚家寨尧白沙关尧刚玉街
和同心路的特困户遥

渊王虞/文 肖春生
张义/摄影冤

常顺清周利洪等领导看望慰问特困户

本报讯 2 月 6 日袁厂尧分公司联合下发文件袁就 2007
年春节放假事宜通知如下院2 月 18日至 24 日 渊即农历正
月初一至初七冤放假袁共 7天遥 其中袁18尧19尧20日为法定假
日袁将 17日渊星期六冤尧18日渊星期日冤尧25 日渊星期日冤三个
公休日分别调至 21日渊星期三冤尧22日渊星期四冤尧23日渊星
期五冤袁24日渊星期六冤照常公休袁17日尧25日上班遥 文件还
对抓好节日期间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遥

渊本报记者冤

厂、分公司下发春节放假通知

2 月 12 日 下
午袁厂尧分公司在宾
馆召开情况汇报
会 袁200 多名离退
休老同志尧 老领导
欢聚一堂遥常顺清尧
周利洪率厂和分公
司领导班子全体成
员向大家拜年问
好遥 常顺清介绍了
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遥 老同志们还参
观了四期电解铝 袁
对企业的发展壮大
赞不绝口遥 渊本报
记者摄影报道冤

本报讯 2月 12 日袁 中铝贵州
企业在贵州铝厂武装保卫处会议室
召开了公安保卫综治武装工作会
议 袁 总结 2006 年工作袁 安排部署
2007年工作遥 厂尧分公司领导何维尧
柳健康尧邹善能袁贵阳市公安局党委
委员尧局长助理张建文袁塔山分局党
委书记尧副局长邓兆湖出席会议遥

会上袁 贵州铝厂副厂长邹善能
在工作报告中袁 从确保辖区社会稳
定袁保持野严打冶高压态势袁强化治安
管理和监督袁 创造良好交通安全环
境等方面总结了 2006 年中铝贵州
企业在公安保卫综治武装工作上取
得的成绩遥 报告渊下转一四版中缝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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