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第一版冤 指出袁2007
年的公安保卫综治武装工
作要紧紧围绕企业建设和
发展要求袁以为建设野天蓝
地绿人和业兴冶 的和谐贵
铝创造长治久安的环境为
目标袁 在切实做好维稳工
作袁开展野平安文明冶单位
创建活动袁 加强企业内部
防范袁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和综合治理力度袁 努力为
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创造
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遥

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
康宣读了中铝贵州企业
2006 年度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先进单位尧 先进个人
表彰决定和名单袁 同时宣
读了塔山分局 2006 年度
公安保卫先进集体尧 先进
个人表彰决定和名单遥 氧
化铝厂等六家先进单位袁
塔山分局东区派出所等 5
个先进集体和贵州企业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
30 名先进个人袁塔山分局
公安尧保卫工作的 26 名先
进个人及 6名受嘉奖的公
安民警在会上受到表彰遥

氧化铝厂党委书记尹
平袁 机械厂党委书记蔡民
主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发
言遥

柳健康代表贵州铝厂
综合治理委员会与各二级
单位负责人签定了 2007
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
责任书遥

贵阳市公安局党委
委员尧 局长助理张建文在
会上讲话袁 代表市公安局
党委对长期大力支持公安
保卫工作的贵州铝厂党
委尧 厂和分公司行政领导
及广大职工群众表示感
谢袁 并就中铝贵州企业今
年的公安保卫综治武装工
作提出了建议遥

贵州铝厂党委副书
记尧纪委书记尧综治委主任
何维受贵州铝厂党委书
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
顺清委托袁 代表企业党委
向长期关心尧 支持企业综
治维稳和武装保卫工作的
贵阳市公安局尧 白云区政
法委尧 综治委表示衷心感
谢袁向在 2006年各项工作
中付出辛勤劳动尧 做出突
出贡献的塔山分局公安干
警尧企业武装保卫尧综治维
稳等部门和护卫大队的同
志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遥 何维充分肯定了
2006 年的公安保卫综治
武装工作袁 要求厂和分公
司各级党组织要从全面落
实科学发展观尧 建设和谐
贵铝的高度袁 充分认识综
治维稳尧 武装保卫工作的
重要意义袁 切实加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袁 为企
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
环境遥

企业综治委成员 袁厂
分公司机关处部室负责人
和各单位分管综治工作的
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袁 部分
先进代表参加了会议遥

渊本报记者 胡晓其冤

本报讯 今年以来 袁
热电厂供电车间组织员
工袁 利用设备停电检修间
隙大力开展修旧利废活
动袁 为降低车间生产成本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袁 共节
约成本 55000余元遥

渊杨天伦冤
本报讯 1 月 31 日 袁

碳素厂二煅烧车间召开标
准量化体系建设专题会袁
就如何落实到班组和工序
点上展开讨论遥 渊吕立帆冤

本报讯 近日 ,为确保
节日期间电解正常生产 ,
电解铝厂第二计算机室进
一步认真做好病毒防范工
作袁 以确保节日期间网络
畅通袁防止病毒感染遥

渊张建峰 杨柳冤
本报讯 2 月 7日 ,电解

铝厂电解五车间工会举办
趣味游戏活动 , 喜迎新春
佳节的到来遥 渊黄和芳冤
本报讯 2 月 7 日 , 电

解合金车间零点一班在进
行扁锭生产时袁 发现偱环
水不能正常工作袁 厂房被
水淹袁 值班长立即联系机
修电钳工进行事故原因查
找袁 当班员工积极处理被
水淹的厂房袁 避免了更大
损失遥 渊乔亚军冤
本报讯 电解五车间

二厂房自元月份以来 袁在
班组开展了" 每日一问一
答"的学习竞赛活动袁促进
员工日常学习袁 取得良好
效果遥 渊王飞冤

本报讯 为保证在春
节期间生产正常运行 袁电
解二车间团支部组织青年
团员对电解槽设备进行系
统的全面的检查和更换遥
同时 , 做好节日期间所需
原材物料遥

渊车间团支部冤
本报讯 2 月 7 日袁碳

素厂二煅烧车间团支部组
织对生产现场尧待机室尧控
制室安全措施的实施情况
以及员工劳动保护用品的
穿戴进行了检查袁 发现隐
患 3 起 袁 立即督促了整
改遥 (谭长玉)

本报讯 2 月 5 日袁分
公司安全检查组对碳素厂
春节安全工作进行了认真
检查遥检查结果表明袁碳素
厂的安全工作基本到位袁
消防器材袁消防设施完好袁
其它安全工作符合上级的
要求遥 (索绍愚)

本报讯 近日袁 电解
四车间对 2006 年取得工
人技师资格认证的王权尧
宋浩等 5位同志分别给予
以了一次性 1000 元的奖
励遥 渊王梅冤

本报讯 为消除设备
隐患袁 电解五车间组织人
员开展了节前综合管理大
检查遥 渊杨柳 黄和芳冤

本报讯 2 月 7 日 袁在
氧化铝二溶出停气检修期
间袁 电气团支部组织青安
岗员对二站变配电室及检
修现场进行 " 反三违 "检
查遥 (刘永平)

本报讯 2 月 11 日 袁
熟料溶出车间经过近 2 小
时的努力袁 完成了新外排
A 组 2级泵出口垫子的更
换工作袁 保障了生产的正
常进行遥 渊安鸿志冤

本报讯 连日来 袁石
灰石矿层层落实安全环保
责任遥 目前袁 各车间对班
组尧班组对员工签订年度"
安全环保责任书" 工作全
部落实完成遥 渊刘宏飞冤

本报讯 二月一日袁氧
化铝厂二分解钳工班奋战
十四个小时袁 抢修二号晶
种槽机械搅拌袁 以确保本
月停汽检修袁 能正常切换
晶种槽遥 渊刘枭炜冤

本报讯 为确保春节
期间设备的平稳运行 援近
日 ,氧化铝厂原料车间更
换了车间 1#尧 2# 破碎机
的齿板 ,对设备进行了消
缺袁 以保证节日期间破矿
工作的顺利进行遥

渊姚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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