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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25 日 袁电
解铝厂召开干部会袁 总结春

节长假的生产工作情况袁 安排部署下阶
段重点工作袁 动员全厂员工进一步振奋
精神袁坚定信心袁统一思想和行动袁为全
面完成 43.5万吨铝锭产量做贡献遥

会上袁 厂长龚春雷肯定了电解员工
在春节长假期间生产上取得的成绩袁并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袁 要求全
厂员工做好各生产线的运行工作袁 做好
安全平稳供电袁加大基础管理工作袁在降
本降费上下功夫遥 分厂党委书记王润平
就党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遥 (龙良海)

热电厂 本报讯 2月 26日袁热电厂
召开节后野收心会冶袁会上袁厂领

导班子成员分别从各自主管范围详细安
排了节后各项工作袁压下五副重担遥

一是安全上袁注重基础管理袁在基层
安全活动质量上下功夫袁形成评估机制袁
筑牢基础袁力争全年野微伤冶以上事故为
零遥二是运行管理上加强设备点巡检袁车
间自查袁专业部门抽查相结合遥精心调整
锅炉燃烧袁 对局部结焦要随时关注及时
清除袁确保锅炉运行周期遥三是二热建设
上袁 专业组抓紧眼下五个配电室的改造
监督工作袁 着手解决好三总降电量平衡
问题袁精心审核热力系统图纸袁以便发现
并提出问题遥四是煤场方面袁抓紧火车煤
转运袁尽可能组织小煤配比袁配合生运部
做好甘冲尧巴铺煤场小煤转运工作袁挺过
枯竭期遥五是继续贯彻好职代会精神袁对
涉及到本单位的工作认真安排落实袁完
成既定目标遥 （肖荣丽）

工贸总公司 本报讯 大年初八 袁
是春节长假后上班的第

一天袁 工贸总公司及时安排部署节后收
心工作袁 将广大干部职工过节的激情转
化为工作的热情袁 集中精力投入到节后
的生产经营工作中来遥

2月 25 日一大早袁工贸总公司党委
副书记孟进尧 副总经理阮贵平分头来到
各下属分公司袁 了解检查各单位节后工
作情况遥检查内容重点为袁节后职工劳动

纪律出勤情况袁 各单位贯彻落实两级职
代会精神情况袁封存车辆节后启用情况袁
各单位开年来生产任务的落实情况和各
分公司节后生产计划和重点工作安排情
况等遥 （龚凤凌）

二矿 本报讯 2 月 25 日 渊初八冤一
大早袁 第二铝矿矿办公楼二楼会

议座无虚席袁矿领导就节后生产经营尧安
全工作尧复垦工作等进行全面安排袁全矿
副科级以上干部尧受聘工程技术人员尧专
职安全员尧劳资人员参加了收心会遥

矿长吴金木尧 党委书记吴世强在会
上要求袁 要认真落实贵州分公司及矿职
代会精神袁 把职工思想统一到实现一季
度开门红上来曰要把任务指标层层分解袁
让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曰 要精心组织好供
矿生产袁协调火车汽车供矿遥 同时袁要切
实抓好安全生产袁强化安全教育工作袁把
职工思想引导到立足岗位袁多做贡献袁立
足岗位确保安全生产上来遥 要以创新思
维为动力袁积极出主意献计策袁为生产经
营和各项管理开动脑筋袁 继续加大企业
文化理念宣传教育袁让 野天蓝尧地绿尧人
和尧业兴冶目标在职工心中扎根遥

（唐 平冤

动力厂 本报讯 2 月 25 日袁动力厂
召开副科级以上干部收心会遥

该厂节日期间袁生产稳定袁设备状态
良好袁春节过得平安祥和遥为使员工们及
时调整好状态袁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去袁收
心会上袁 该厂领导重点强调全厂上下要
淡化节日余兴袁 迅速投入到生产工作中
去遥 为此袁提出了从两纪尧安全生产抓好
人员管理袁继续抓好设备维护检修消缺袁
各车间尧科室立即召开员工收心会袁进一
步贯彻落实两级职代会精神和做好安全
生产监督尧检查尧考核工作袁不允许酒后
上岗等措施遥 （李喜祥）

机械厂 本报讯 2月 26 日袁机械厂
召开节后野收心会冶袁对节后工

作进行认真部署袁抓好各项工作落实遥
该厂厂长石连军在会上强调袁 各车

间尧科室要开展好野收心冶工作袁精心安排

节后的各项生产工作遥要狠抓劳动纪律袁
防止出现迟到尧早退尧脱岗尧睡岗等现象遥
要进一步优化各项工艺技术指标袁 巩固
发展目前稳产的良好态势遥 要把安全生
产作为重中之重袁 确保安全生产顺利进
行遥 （王丽萍）

计控厂 本报讯 2 月 圆远 日袁 计控
厂召开主管管理人员会议 ,要

求大家及时野收心冶袁对节日期间工作进
行总结和对 猿月份工作进行了安排遥
厂部要求各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袁制

定好自己的工作思路步骤袁 充分发挥员
工的积极性袁 使职工自觉投入紧张有序
的生产工作中袁为完成 圆园园苑年生产任务
而努力工作遥 2月 圆缘 日袁分厂各单位均
按厂部节前的统一安排召开了 野收心冶
会遥 （吴敏）

炉修厂 本报讯 2 月 25 日袁 节后
上班第一天袁 炉修厂组织召开

了收心会袁详细安排节后工作遥
会上袁 王忠全厂长要求要严格劳动

纪律尧 工艺纪律袁 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
督袁注意员工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尧严禁酒
后上岗袁杜绝违章袁确保安全生产袁按照
生产计划严密组织袁保证各项工作进度遥
会后袁各职能部门到大修尧筑炉施工现场
巡视袁在电解二系列尧一系列等生产现场
检查施工质量袁落实安全措施袁确保各项
生产任务顺利进行遥 （徐雪峰）

华新公司 本报讯 华新公司于节
后召开班组长以上及机关

干部人员参加的节后收心工作会袁 安排
各项生产经营任务袁 以确保实现首季生
产开门红遥

会上袁 总经理刘吉阳要求各项工作
必须以两条主线为各项工作目标院 一是
加速推进电工原铝杆连铸连轧项目的建
设及生产准备袁 抓紧抓好设备的安装及
施工进度袁 确保在既定时间完成调试和
试生产遥 二是继续保持对成熟产品的生
产袁以提高公司的影响力袁靠生产规模的
扩大袁 降低生产成本 袁 获取更多的利
润遥 （郝 红）

各单位召开收心会安排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电解铝厂

近来，企业有少数职工染上
了电玩游戏赌博的恶习，整日沉
溺于之中，结果是负债累累，四
处躲债。更有甚者因赌将工
资存折压在高利贷主手中，
只得替人打工，有班不能
上，最终被单位除名。至此，
他们都后悔不已，早知如
今，又何必当初呢？
众所周知，赌博乃万恶

之源，是无形的杀手，其社
会危害性令人深恶痛绝。因
赌成瘾者，荒废事业的有
之，妻离子散的有之，倾家
荡产的有之，跳楼自杀的有
之，斗殴致残的有之，谋财
害命的有之，消官革职的有
之，锒铛入狱的有之……

赌博就象毒蛇的信子，每时
每刻都在麻醉着人们脆弱的心
灵，一旦好赌成瘾，赌迷心窍，一

天不赌心痒手也痒，最终沉溺于
赌博的泥潭难以自拔，久而久
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

扭曲，仁爱、礼仪、廉耻、情
义乃至良心统统化为乌有。
赌博害人不浅，一则浪

费时间，让人不务正业，无
心工作；二则破坏感情，导
致亲人失和，好友反目；三
则失财失物，话说“十赌九
输”，到头来一无所有，债台
高筑；四则祸及社会，影响
和谐。因赌博酿成的悲剧时
有耳闻，有的就发生在我们
身边。因而，人们把赌博比
作精神鸦片，洪水猛兽和祸
国殃民的毒瘤，这一点也不

为过。在此，奉劝大家远离赌场，
共建和谐。若您身边有赌君子，
您就早早劝他“回
头是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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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袁 氧化铝厂领
导深入车间尧班组袁面向员工开
展安全生产宣讲活动遥这是今年
该厂强化员工安全意识袁消除人
的不安全因素的一项重要措施遥

该厂厂长王奎尧党委书记尹
平等厂 8 位领导深入车间 尧班
组袁向员工分析面临的安全生产
形势和困难袁宣传落实今年的安
全环保措施遥在结合过去发生的

事故案例袁分析各类事故发生的
原因和后果时袁该厂领导强调安
全意识不强尧违章违纪是发生事
故的主要原因袁要求员工转变观
念袁自觉纠正违章行为袁严厉处
罚各种违章尧冒险作业人员遥 同
时袁该厂领导还着重针对车间存
在的危险源和职业危害袁提出了
预防整改措施遥

（姜文卓冤

氧化铝厂领导到车间宣讲安全

每天上午袁走进碳素厂第二食
堂袁你就会看见一位中年女工正在
认真打扫饭厅卫生袁准备迎接前来
食堂就餐的员工遥 她袁就是碳素厂
综合车间第二食堂炊事员吴敬源遥

一位 42岁的普通女工袁 多年来
对工作勤勤恳恳袁 对亲人无限关爱袁
以非凡的毅力袁 在单位努力工作袁在
家默默地伺候公婆袁抚育孩子遥 她伺
候公婆的动人故事在单位被传为佳
话袁她是员工公认的野好媳妇冶遥

吴敬源 76 岁的婆婆 1998 年因
患脑膜瘤住进了贵阳脑科医院遥在近
三个月的住院治疗期间袁她形影不离
地陪伴在婆婆的身边细心照料遥那时
正逢夏天袁 为防止老太太生褥疮袁她
每天数次帮婆婆翻身擦背尧 端屎端
尿袁常常累得腰酸背痛遥 但她毫无怨

言袁 总是笑着宽慰婆婆院野别着急袁医
生会把你的病治好的遥 冶同病房的人
都夸她院野真是个好媳妇遥 冶在她无微
不至的照料下袁婆婆很快出院了遥

公婆家住清镇袁 儿女不在身边袁
婆婆因开颅手术出院后行动不便袁记
忆力衰退袁生活不能自理遥 为了更好
地照顾好公婆袁 让丈夫安心工作袁她
把接公婆接来了家里一起生活袁丈夫
感动得流泪遥

2000 年袁公公因病去世袁面对沉
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袁吴敬源没
有退缩袁而是更悉心地照顾好婆婆遥

婆婆也是妈遥 除每天喂婆婆吃
饭吃药尧 擦身按摩和整理家务尧检
查女儿学习外遥吴敬源还多了一桩
事袁 就是每天坚持给婆婆讲故事袁
与她聊天袁 给她看家人的照片袁教

她认人尧识字尧写字和画画遥为了不让
婆婆寂寞袁她特意给婆婆买了收录机
和老人喜欢听的戏曲磁带遥

八年来袁吴敬源毫无怨言袁细心
照顾着婆婆袁尽到了一个儿媳尧母亲
和妻子应尽的责任 遥 在她悉心照料
下袁 婆婆逐步恢复了健康和记忆袁不
但认识了家人和常用的字袁还能做一
些简单的家务袁有时还能一个人下楼
散散步遥老人逢人就夸院野上天赐给我
一个好媳妇浴 比亲闺女还要好冶遥

好媳妇吴敬源
○ 马博男 费琳霞

本报讯 最近袁 炉修厂党委
书记尹国勋带领工会尧 机动尧生
产等部门负责人袁到各车间解决
落实厂二届一次职代会上职工
代表提出的建议和问题遥
该厂职代会闭幕后袁分厂党

委就职工代表提出的关于生产尧
员工生活等方面的 26 条建议和
问题逐一分析袁 与各相关部门尧
车间协商提出解决办法遥对优化

工艺尧提高施工质量如刨炉机提
高功效尧糊料回收利用等车间能
够解决的问题袁 安排各车间解
决曰对改进设备性能尧协调工序尧
工器具报废尧物料定额尧员工培
训尧澡塘用水等建议袁则由机动尧
生产调度等部门具体落实遥 同时
还向全体员工做好解释工作袁进
一步调动员工生产积极性袁保证
生产安全稳定遥 （徐雪峰）

炉修厂党委注重解决员工实际问题

野涂涛同志是
一名好党员遥一年
来在工作上认真
负责袁 团结同志袁
关心群众袁彻底转
变了噎噎我同意评他为优秀共产党员浴冶
这是近日在碳素厂一组装车间党员民主
评议会上袁 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刘小
兰对生产一班工艺技术员涂涛的评语遥
这一评语掷地有声袁 获得了与会 21 名
党员的一致认同遥确实袁涂涛一年来的转
变实在太大了袁大家有目共睹袁有谁能说
声野不冶呢钥

而在一年前的 2006 年元月袁 同样
是党员民主评议袁涂涛在工作中的不足袁
被党小组长及党员们当面提出遥 面对低
分的测评结果袁野那是有些人故意整我袁
故意给我打低分浴 冶涂涛当场争论袁非常
不服气遥会后袁刘小兰主任与其的谈话整
整持续两个小时遥 面对一双双期望的目
光袁涂涛沉默了尧安静了袁暗下决心要以
实际行动来转变大家的看法袁 回报这个
关爱他的集体遥

2006 年 11 月 袁
一组装车间改造
后的自动线进入
全负荷生产遥涂涛
进 入 自 动 线

R100 系焙烧块输送岗位遥 面对全新的
设备和工艺袁他利用自己专业知识袁在短
时间内便掌握了操作要领袁 并对设备最
初故障较多袁 不能实现自动这一问题认
真琢磨袁提出一系列改进意见袁并积极地
参与到设备故障排除及改进工作之中遥
通过他和工友们的努力 袁R100 系碳块
输送系统实现了自动功能遥同时袁涂涛还
主动将自己所掌握的技能教给同事们袁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遥 工友们说院野涂
涛转变太大了袁 和去年相比就像换了一
个人遥 冶这袁就是转变袁这袁就是车间党支
部不懈帮助的结果遥

转变袁源于一次次语重心长的交心袁
源于同事的热心帮助袁更重要的是袁源于
一组装车间这个催人奋进的群体遥 这也
充分说明袁 和谐的人文环境袁
是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遥

涂 涛 的 转 变
○ 任达礼

本报讯 近期袁工贸总公
司 10 个党支部 94 名党员袁
在民主评议过程中袁 从总公
司领导班子成员尧 各党支部
书记到普通党员袁 大家都本
着促进工作袁 明确努力方向
的目的袁 大胆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袁不做野老好人冶遥

每位党员同志都能认真
结合自己思想和工作实际袁
从政治思想尧工作作风尧生活
作风以及廉政建设等方面进
行自评和互评遥 他们一方面
敢于自揭短处袁正视不足袁虚
心接受同志的帮助曰 另一方
面大家在开展互评时袁 畅所
欲言袁实事求是袁开诚布公尧
诚恳地指出同志的缺点袁大
胆提出意见和建议遥 使每位
同志都看到自己的不足袁明
确了努力的方向遥（龚凤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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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开年以来袁 电解铝厂第
一计算机便掀起了全员劳动竞赛的热
潮袁 并取得了设备故障率就明显低
于去年各个月份的好成绩遥
随着一系列槽控系统进入第十

个年头袁设备日渐老化袁故障率逐年
攀升遥为确保设备稳定高效运行袁车
间认为应从加强工作责任心袁 提高
工作质量入手袁 通过全员参与的劳
动竞赛袁掀起新一轮学技比武热潮袁
以提高员工技艺袁 达到降低设备故
障的目标遥

为此袁 车间工会拟定了详细的
活动方案和考核细则遥 技术人员还
在内部管理系统上增加了故障统计
分析和设备运行情况两个板块袁以
帮助检修人员分析查找故障原因袁
同时也作为检查考核的主要依据遥
活动中袁 各班组和员工不仅暗中较
劲袁还相互帮助相互借鉴袁形成了比
学赶尧超的良好氛围遥 （胡 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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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摊摆上了马路遥 宽敞的道路变得拥挤不堪。

人行道上全给摊位占满。
道路交通一派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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