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第 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 王勤勇

房地产中心：加强队伍建设树品牌形象
本报讯 1 月 30 日袁房地产管理中心召开

一届一次职代会袁提出力争做到野六个坚持冶袁
确保全年任务和目标的实现遥

这六个坚持为院一是坚持优质服务袁树立
品牌形象遥要从点滴做起袁以真诚和良好的服
务袁赢得用户的信任袁打造出职工信得过袁具
有良好口碑的企业品牌遥二是坚持以人为本袁
加强职工队伍建设袁 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职
工队伍遥三是要坚持发挥综合优势袁加强对房
屋设施的维护保养遥 今年 6月底以前完成给
职工办理叶房屋产权证曳的工作遥 四是要坚持
整治环境尧营造美好家园遥五是要坚持盘活闲
置资源袁努力创收袁减补增效遥尧六是要坚持科
学发展观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遥 （王仙能）
贵铝建:拟定措施又好又快发展
本报讯 在 2 月 7 日召开的贵铝建一届

三次职工大会上袁 该公司拟定完成新一年各
项工作的措施袁 绘就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目标
的蓝图遥

今年袁贵铝建根据企业发展的整体规划袁
拟定了野围绕一条主线袁紧扣两个主题袁做好
三项工作袁抓好四大项目冶的措施遥即院围绕找
工程项目这条主线袁 在立足中铝贵州企业做
好各项服务的同时袁积极开拓外部市场曰紧扣
成本和发展这两个主题曰做好基础管理尧人才
培养和自主创新工作曰 抓好 10万吨熔铸尧遵
义氧化铝尧华颐蓝天尧120 万吨氧化铝工程和
厂尧分公司的大修技改项目遥通过上述措施的
分步实施袁达到实现企业资质整体提升尧竞争

能力快速增强袁 形成贵铝今后发展的五大支
柱产业之一遥 （谢凌宇）

机械厂：提产降本奋斗目标 6000吨
本报讯 机械厂从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出

发袁在分公司下达 5600吨产量计划上主动加
压袁自定提产到 6000吨的奋斗目标遥 该厂在
2月 6 日召开的职代会上袁 围绕提产降本中
心袁出台了 2007年生产经营工作六大举措遥

一是强化调度指挥袁均衡组织生产袁全力
以赴提高产量遥 二是强化成本控制袁深入内部
挖潜袁确保实现经营目标遥 三是坚持野内外并
举冶袁开发两个市场袁保障提产订货需要遥四是夯
实管理基础袁优化管理手段袁积极促进管理创
新遥 五是推进技术进步袁抓好技术开发袁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遥 六是坚持以人为本袁加强队伍建
设袁构建和谐内部环境遥 （叶兴礼王丽萍）

计控厂：六条措施确保检修质量
本报讯 计控厂在 2 月 5 日召开的二届

一次职代会上袁 提出了提高维护检修工作质
量袁降本增效尧抓好技改袁加强管理尧培育创新
型团队袁提高创新能力袁让用户满意的工作总
体思路遥

为实现这一目标袁 该厂提出了 6条具体
工作措施院坚持不懈地抓好现场仪器仪表尧计
算机控制系统的维护检定检修工作袁 确保其
稳定可靠的运行曰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工作 ,以
项目为载体 ,提高自控水平曰加强财务预算的
管理袁 严格控制成本费用 , 提高节能降耗水
平曰 抓好四大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持续改
进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和推进文化建设 ,构建

和谐企业遥 （吴 敏）

石灰石矿：七项措施锁定全年目标
本报讯 2 月 8 日 袁 石灰石矿召开职代

会袁矿长陈玉凯在矿长工作报告中袁提出了确
保年度生产建设任务全面实现的七项措施遥

一是进一步优化生产组织方式袁 从环节
入手加强过程控制袁确保稳产高产曰二是开展
节能降耗提质教育袁强化整体节能意识袁大力
推进资源节约型矿山建设曰 三是以矿产资源
综合利用为主线袁 推进系统性的技术创新攻
关曰四是通过构建设备管理综合信息平台袁全
面提高计划检修和大修理效率曰 五是强化
野严尧细尧恒尧实尧新尧齐冶管理理念袁严格落实安
全环保责任袁实现安全环保目标曰六是着力推
进标准量化尧清洁生产尧ERP 系统运用尧精细
化等基础管理袁实现管理创新曰七是不断推进
企业文化发展袁全面建设和谐矿山遥（刘宏飞）
水电厂：强化生产控制加大挖潜力度
本报讯 2 月 8日袁水电厂召开了二届一

次职代会袁明确了 2007年的奋斗目标和基本
任务袁提出了七项主要工作措施院

一是强化生产过程控制袁为稳定野三通冶
创造条件曰二是加大挖潜降耗工作力度袁为降
本增效做出积极贡献曰三是强化项目管理袁进
一步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曰四是强化设备管理袁
为生产平稳运行提供可靠保障曰 五是强化基
础管理袁不断提升专业管理水平曰六是强化安
全环保工作袁努力创建平安和谐的企业环境曰
七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袁 促进企业和谐发
展遥 （王晓群冤

各单位召开职代会明确 2007年重点工作措施
本报讯 为帮助特困生家庭解决实际

问题袁 把企业党政的关怀及团组织的温暖
送到特困生家庭中袁春节前夕袁贵州铝厂团
委组织开展了野青年文明号耶一帮一爷助学
结对冶送温暖献爱心活动遥

2月 7日上午袁 厂团委副书记李锐带
领部分团干部和电解铝厂三电维尧 碳素厂
车队青年文明号负责人袁 分别对受资助的
特困生家庭进行慰问袁 送上了慰问金和慰
问品遥每到一户袁李锐都关切地询问困难家
庭生活情况和了解孩子学习情况 , 叮嘱孩
子们有企业的关心和各级组织的关怀袁一
定要努力学习尧自强自立尧健康成长袁早日
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遥 并祝愿他们度过一
个欢乐尧祥和的新春佳节遥孩子们也纷纷表
示一定会刻苦学习尧积极向上袁用良好的学
习成绩来回报企业及各级组织对他们的关
怀遥

据悉 , 各二级单位十佳青年文明号集
体也正以不同的方式对耶一帮一爷助学结对
的特困生家庭进行了春节慰问袁 送去了慰
问金和慰问品遥 （冉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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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在二矿职代会上袁又
有 10 名员工被授予金牌员工称号袁他
们是 院宋斌尧吴道银尧董用文尧李亮尧杨
洪尧安廷辉尧穆桂荣尧张荣尧谢先凤尧李昌
权遥 当矿领导为他们佩挂授带袁献上鲜
花尧颁发证书时袁全场上响起热烈掌声袁
表达了全体员工对他们的崇高敬意遥

三年来袁 该矿共有 29 名员工被评
为金牌员工并受到隆重表彰遥对金牌员
工进行物质奖励或者组织到省外学习
参观遥此项活动在员工中产生了深远影
响袁成为矿山的激励机制的品牌和广大
员工学习的表杆袁亦是矿山最亮丽的一
道人文景观遥 （唐 平冤

二矿大张旗鼓表彰 10名金牌员工

本报讯 在近日召开的房地产管理
中心职代会上袁陈松尧班应忠尧张铭东尧
王必琼尧冯怡尧刘燕六名职工荣获中心
2006年度明星职工称号袁 中心领导为
她们披红戴花和奖励遥

去年房地产管理中心工会在职
工中大力开展爱岗敬业袁争当岗位明星

劳动竞赛活动袁极大调动了职工的生产
工作积极性袁在中心掀起了人人争当岗
位明星的热潮遥比技能尧比贡献尧比服务
态度等蔚然成风袁 在房产管理与服务尧
水尧电尧汽维修尧绿化卫生等方面涌现出
了许许多多优秀职工袁六名岗位明星职
工则是他们的杰出代表遥（王仙能）

房地产管理中心表彰明星职工

本报讯 在石灰石矿二届一次职
代会上袁十位在 2006 年生产尧管理各项
工作中成绩突出的优秀员工受到表彰遥

这十名员工分别来自于的不同岗
位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遥 推土机工喻元
强袁把该班的整体团队功能发挥得非常
好袁 在 25年如一日袁 所推方量上百万

吨遥车间主任姚建中是从一线工人成长
起来的优秀管理者袁在长期工作中练就
了一手矿山电器故障判断和检修维护
的绝活袁被员工们尊称为野洗选通冶遥 梁
刚袁工艺车司机袁2006年全年采剥运矿
量达 7.74万吨公里袁勇冠第一噎噎

（刘宏飞）

石灰石矿 10名优秀员工受表彰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袁落实二矿
企业文化建设三年规划袁元月 22 日袁二矿党委矿部
组织召开企业文化研讨会袁听取主管层建言献策遥

去年 11月份以来袁二矿在全矿开展了为期两个
多月的企业文化知识学习和创新活动袁 营造企业文
化浓厚的氛围袁着重培育员工强烈的企业文化意识袁
让企业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每一个工作场所袁 落到每
一个员工心中遥在元月 16日组织员工开展企业文化

研讨会后袁 又专门组织了这次研
讨遥 通过研讨袁大家从不同见解尧
不同角度尧不同看法袁提出很多有
建设性的意见袁 为矿党委矿部形
成 2007 企业文化建设总体框架
提供了清晰的思路遥（唐 平）

二矿开展建言献策活动

本报讯 新春来临之际袁机
械厂党委尧工会 尧团委联合举
办了一次以野展示员工聪明才
智袁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冶为主
题的手工编织尧刺绣尧剪纸尧书
画尧 摄影等作品的展览活动袁
吸引了大批员工前来参观遥
展出的作品主要以迎新

春尧廉洁文化尧安全生产等内
容为主袁均由该厂员工精心制

作袁共计 90 余件袁每件作品都
充分展示出员工们的心灵手
巧遥 该厂领导石连军尧蔡民主尧
胡纯光参观了展览袁并对员工
作品给予了好评遥（王丽萍）

机械厂举办迎新春手工书画作品展

本报讯 檀板声声尧鼓乐阵阵袁歌声
韵美尧 琴声悠扬遥 初春的铝城暖意融
融遥 2月 8日袁电解铝厂职工活动室内
欢声笑语袁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袁电
解铝厂新春团拜会正在这里举行遥 分
厂领导与员工们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佳
节遥

当日下午袁职工活动室张灯结彩袁
玻璃窗上大红野春冶字格外醒目遥 分厂
领导班子成员早早迎候在此袁 与员工
们握手相庆遥在欢快的乐曲声袁分厂领

导们向全厂员工拜年问好遥 厂长龚春
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袁 他回顾了
2006年生产工作取得的业绩袁向全厂
员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遥
他说袁2007 年是分公司实现天蓝尧地
绿尧人和尧业兴最为关键的一年袁电解
人要抢抓机遇尧迎接挑战袁用辉煌的业
绩书写新的篇章遥

会上袁文艺演出节目丰富多彩袁厂
领导与员工在优美动听的叶梁祝曳琴声
中辞旧迎新遥 （杨柳）

电解铝厂领导员工欢聚一堂迎新春

本报讯 春节前夕袁动力厂工会组
织员工自编自演了一台文艺节目袁受
到大家的热烈欢迎遥

2 月 9 日下午袁 动力厂办公楼张
灯结彩尧彩旗飘扬袁一派节日气氛袁动
力厂迎春慰问演出在五楼会议厅举
行遥 该厂职工代表尧先进模范代表尧退
休老领导老同志等观看了演出遥 下午
3 时整袁厂长尧党委书记何平率厂领导
班子登台向参加团拜会的全体人员袁
并通过他们向全厂老同志及全厂员工
家属拜年问好遥演出中袁员工们精彩的
节目袁动情地表演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遥 团拜会上袁演出了叶家和万
事兴曳尧叶家庭才艺秀曳尧叶大地飞歌曳等
节目袁并开展了趣味活动遥（李喜祥）

动力厂举行春节团拜会

本报讯 春节临近袁为保障民工快乐过
年袁 工贸总公司及各下属分公司采取各种
措施保证了民工工资的发放袁 不少单位还
创造条件让民工早日买好车票袁 高高兴兴
地开始返乡过年遥

工贸总公司 2100 多名集体尧临时职工
中袁外来民工人数占有不小的比例遥为让他
们高高兴兴回家过年袁 工贸总公司想尽办
法袁催收欠款袁采取各种措施保证民工返乡
过年遥新春佳节渐近袁工贸各下属分公司组
织了民工兄弟和全民尧 集体职工共进团圆
餐袁共吃团圆饭袁共唱和谐歌遥 工贸兴达分
公司把长期驻扎在曹关乡赤泥大坝的民
工尧集体职工请到公司吃团圆饭袁将年底工
资尧奖金和慰问品发到每个人手里遥工贸电
解铝分公司高度重视农民工工资管理袁确
保了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遥要过年了袁
工贸环保设备厂按老规矩袁组织全民尧集体
职工和民工兄弟一起联欢袁 欢声笑语里一
道辞旧迎新遥 工贸氧化铝分公司为保证民

工工资的按时发放袁专门为他们办理了银联卡袁直接把
工资打入了农民工个人的账户遥大年二十六这一天袁他
们还把粮尧油尧水果等过年物资送到了三个工程队中没
有回家过年的民工手中袁 让他们也高高兴兴开始过一
个喜庆尧祥和的新春佳节遥 （龚凤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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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
党员尧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的思想教育袁 提高其政治意
识尧大局意识尧责任意识袁爱
民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袁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尧价值观袁机
械厂党委于近日在全厂党
员尧 干部中开展了 野五慎五
勿尧珍惜职业尧把握人生冶警
示教育活动遥

野五慎冶是指慎名尧慎利尧
慎行尧慎独尧慎友遥 野五勿冶是
指勿虚尧勿骄尧勿贪尧勿恶尧勿

奢遥为便于学习和时刻警醒袁
该厂党委还将 野五慎冶尧野五
勿冶 的具体内容制成卡片发
放到每个党员尧 入党积极分
子及干部手中遥

警示教育活动的开展 袁
在该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
了强烈的反响袁 大家纷纷表
示袁要以野五慎冶尧野五勿冶的具
体内容约束自己尧努力学习尧
廉洁奉公袁 切实发挥好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带
头表率作用遥 （王丽萍）

机械厂开展五慎五勿警示教育

本报讯 最近袁碳素加
工党支部以开展民主评议
党员活动为契机袁 在车间全体
党员中开展党风党性教育 袁在
员工中产生了良好反响遥

为使党员教育工作取得实
效袁 车间党支部新年伊始就在
党员中开展以 野提素质尧 当先
锋 尧创一流 尧促发展 冶为主题的

实践教育活动遥 支部要求党员
要有学习党章袁遵守党章袁贯彻
党章袁维护党章的自觉意识袁要
在野建设和谐贵铝尧创建节约型
车间尧知识型组织冶活动中发挥
主力军作用遥 同时要求党员要
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袁 牢记

使命袁 对车间困难员工进
行帮扶遥要立足岗位袁勤奋

工作袁创一流的工作业绩袁争做
时代先锋袁让群众满意袁为党旗
增辉遥 同时袁车间支部还建立起
长效机制袁 坚持把党员责任区
作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尧
展示的平台袁 并每季度对党员
进行野三满意冶测评遥（石国宏）

碳素加工支部党员评议重实效

华颐·春天商住楼外装修基
本结束，现已进入内部装修。华颐
公司正加紧施工，确保按期交付
用户使用。此外，华颐·蓝天房开
项目进入准备阶段。下图为正在
进行项目三通一平施工。

渊王虞 摄冤

华 颐·春天
商住楼雄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