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中铝贵州企业各级女职工
组织在党政工组织的领导和重视支持
下袁结合生产实际和女职工特点袁抓住机
遇袁突出工作重点袁彰显特性袁在生产建
设中发挥了明显作用遥

要要要建功立业不平
凡遥 女职工组织以女性
工作风格细腻尧 态度认
真尧思路新颖为突破口袁
认真组织开展野安全生产金点子冶尧野巾帼
创新在岗位冶活动遥 广大女职工围绕安全
生产献计献策袁 提出安全生产合理化建
议 1159 条袁有 235 条建议得到采纳和应

用曰64个女职工集体针对生产流程尧技术
参数尧工艺指标尧节约降本尧工作效率等
提出改进创新方案袁 为企业的生产发展
尽献一份绵薄之力遥 近几年袁女职工组织

在建功立业活动中获得多项殊荣院 分析
测试中心氧化铝厂试验室荣获全国 野巾
帼文明岗冶袁碳素厂一成型车间热媒班荣
获全国野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冶袁电解

铝厂精铝车间高纯班获得贵州省 野五一
劳动奖状冶袁热电厂水化车间新四班获贵
州省野五一巾帼奖冶遥

要要要素质提升有实绩遥 各级女职工
组织重视女职工素质的
提高袁从政治素质尧技能
等级尧 知识更新等方面
鼓励女职工奋勇争先 袁
引领女职工不断前行 遥

在中铝贵州企业第一届尧 第二届职工技
能大赛中袁各级女工组织举办培训班袁为
女职工参加竞赛提供帮助和服务遥 计算
机和焊工比武状元袁 渊下转一四版中缝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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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光明媚袁和风劲吹遥 3月 9日袁中
铝贵州企业 2007 年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
贵铝宾馆隆重召开遥 会议总结了过去一年党建
思想政治工作袁 安排部署了今年党建思想政治

工作的重点任务袁进一步统一了干部职工思想袁
激励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投
入到企业各项工作之中袁实现新发展袁创造新业
绩袁开创新局面遥

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
顺清作党委工作报告袁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何
维作纪委工作报告袁 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主持
会议袁厂尧分公司领导曹跃清柳健康黎云陈刚谢
青松刘建钢邹善能出席会议遥

常顺清在题为叶务实创新尧和谐发展袁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曳 的工作报
告中袁从发挥核心作用袁改革发展取得成效曰强
化班子建设袁 创建活动富有成效曰 狠抓理论武
装袁和谐理念深入人心曰全面换届选举袁组织建
设不断加强曰 促进廉洁从业袁 纪检监察成效显
著曰坚持以人为本袁尽心服务职工群众曰履行社
会责任袁报效国家回报人民曰加强政治领导袁群
众工作蓬勃开展等方面回顾了党委 2006 年工
作遥提出了 2007年中铝贵州企业党建思想政治
工作的总体要求袁并从实现阶段目标袁推进和谐
贵铝建设进程曰转变干部作风袁形成八个方面的
良好风气曰完善长效机制袁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
先进性建设工程曰强化教育监督袁筑牢干部廉洁
从业防线曰坚持务实创新袁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整
体水平健全工作机制和发挥群众组织的重要作

用等六个方面袁对 2007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遥

何维在题为叶立足教育尧着眼预防尧强化监
督袁 为实现企业快速健康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
保证曳的纪委工作报告中袁从以责任制为龙头袁
积极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曰多层面尧有重点的开展
党风廉政宣传教育袁积极营造廉洁文化的氛围曰
规范行为袁加强监督袁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
作等方面总结回顾了 2006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袁就加快构建惩防体系袁努力提高反腐倡廉的
水平曰夯实基础袁丰富内涵袁推动廉洁文化向纵
深发展曰建立多层次尧全方位的监督体系袁提高
制度的执行力曰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袁为生产
经营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等方面袁对 2007年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作了安排部署遥

与会人员分单位和分组对两个报告认真进
行了讨论遥 大家认为袁两个报告都非常好袁特别
是党委工作报告实实在在袁体现了党的十六大尧
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袁符合企业实际情况遥尤其
是对今年工作的安排部署非常具体袁 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袁 是一个鼓舞人心激励斗
志的好报告遥

在下午的大会上袁 常顺清书记与各直属党
委尧党总支和厂工会尧团委尧纪委等党群和行政
部门负责人分别签订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尧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书遥
厂党委副书记何维尧 副厂长曹跃清分别宣

读了表彰 2006 年度野两先两优冶和党风廉政建
设先进单位尧先进集体尧先进个人的决定遥

在热烈的掌声中袁野两先两优冶 和党风廉政
建设先进单位尧 集体和个人代表登台接受领导
的颁奖遥

厂党委书记常顺清发表了重要讲话遥他说袁
党委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和谐尧 创新尧 发展主
题袁建设野天蓝尧地绿尧人和尧业兴冶的和谐贵铝袁
符合企业实际袁 符合又好又快地发展的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和国家节能降耗的要求遥他指出袁今
年要继续进行环境改善的工作袁 进一步完善家
属区道路的改造和绿化尧美化袁同时也要加快厂
区道路的改造袁进一步改善员工工作环境遥常顺
清强调袁党委要理直气壮大胆开展工作袁树立党
委权威袁起好政治核心领导作用遥行政部门要积
极支持党委工作袁党政齐心协力袁顾全大局袁全
力以赴做好今年各项工作袁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七大胜利召开遥

周利洪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袁 各级党组织和
党群各部门袁要紧紧围绕中心任务袁发挥党组织
的政治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袁 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遥 帮助和引导职工进一步转变观
念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袁渊下转一尧四版中缝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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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顺清作党委工作报告

以生产经营为中心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尧构建和谐
两大主题袁扎实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先进性建设工程袁切
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袁深入开展野四好班子冶尧野五
好支部冶创建活动和争做野六先党员冶竞赛袁团结带领广
大党员和干部职工袁全面完成年度生产经营任务袁以改
革发展稳定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遥

2007年中铝贵州企业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总体要求

本报讯 3月 1 日下午袁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尧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尧社长姚远与
党委副书记尧 报业集团总编辑干正书袁 副书
记尧报业集团总经理刘庆鹰袁副总编辑尧贵州
都市报总编辑彭晓勇袁 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张
兴等报业集团领导袁 及集团信息中心主任龙
吟袁 金黔在线总编辑张幼琪等到中铝贵州企
业参观袁与中铝贵州企业领导座谈袁受到贵州
铝厂党委书记尧 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和
班子全体成员的热情欢迎遥

中铝贵州企业改制五年来袁迎难而上袁抢
抓机遇袁开拓进取袁创新求强袁尤其是 2006年
在野坚持互动双赢尧建设和谐贵铝冶思想指导
下袁确定了野天蓝尧地绿尧人和尧业兴冶的发展目
标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骄人业绩袁引起了贵
州日报报业集团领导的极大关注遥 集
团领导班子率记者编辑 30 余人来到
企业袁进行了这次参观座谈交流活动遥

座谈中袁 常顺清着重介绍了中铝
贵州企业领导班子认真贯彻科学发展
观袁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袁贵州分
公司产品产量尧 利税和销售收入连年
创新高袁改制五年来相当于野再造一个
贵铝冶袁和实施野天蓝尧地绿 尧人和 尧业
兴冶尧 建设和谐贵铝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遥 贵州铝厂厂长周利洪就存续企业
的基本情况与发展方向等作了补充介
绍遥

姚远介绍了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的

领导班子成员和报业集团的基本情况袁肯定了
中铝贵州企业对贵州省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积
极贡献袁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与联系袁加强对
企业的宣传报道遥

厂和分公司领导曹跃清尧柳健康尧黎云尧陈
刚尧谢青松尧刘建钢以及厂党委宣传部尧分公司
总经理办尧企业文化部等有关部室负责人参加
了座谈遥

座谈结束后袁厂党委书记尧分公司总经理常
顺清和厂党委副书记何维等领导陪同姚远尧干
正书等报业集团的领导到展示中心和电解四铸
造车间生产现场参观遥 姚远尧干正书等报业集
团领导对贵州省拥有如此先进的现代化企业而
感到骄傲袁对五年再造一个贵铝而取得的巨大
成就发出由衷的赞叹遥 渊王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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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毛泽东主席野向雷锋同志学
习冶题词发表 44 周年之际袁中铝贵州企业
广大青年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为民服务活
动袁以实际行动向雷锋同志学习遥

3 月 3日正好是周末袁春风和煦袁阳光
明媚遥 一大早袁来自电解尧碳素尧热电尧氧化
铝厂尧工贸总公司等 20家单位 363名青年
志愿者袁走上龚家寨热闹繁华的龚北路袁树
起鲜艳的团旗袁挂起为民服务的横幅袁摆开
条桌拿上工具忙碌开来遥 今年学雷锋活动

主题为 野学雷锋精
神袁 树文明新风袁
建和谐贵铝 冶遥 青
年志愿者们的行
动立即吸引了广
大群众 袁一张张桌
上很快摆满了待
修 理 的 家 电 尧 纱
窗袁待补的锅盆和
待熨烫的衣物遥 贵
铝职工医院服务
台前拥满了量血
压尧查血型的大爷
大妈袁几位年轻医
生忙得额头渗出

了细细的汗珠遥 碳素厂青年志愿者特意购
来铆钉袁不仅可以焊补搪瓷盆袁也可以修补
铝锅和不锈钢器皿遥 炉修厂青年志愿者服
务台向来是最受群众欢迎之处袁 人们早早
地便把漏底的锅盆壶拎来袁 不一会儿就摆
满了一大片遥 青年志愿者们下料尧焊补袁顶
着阳光忙个不停袁一个个累得腰酸遥工贸总
公司今年青年志愿者来得最多袁 服务项目
也最多遥 改衣服尧理发尧修电器袁一派繁忙遥
热电厂服务台前修手机项目和动力厂的剪
窗花也颇受欢迎遥

上午 10时袁贵州铝厂工会主席陈刚来
到为民服务现场袁 对青年志愿者们学雷锋
活动表示充分肯定遥 贵阳电视台和白云区
电视台的记者们也闻讯赶到袁 对贵州铝厂
团委组织开展的学雷锋为民服务活动进行
了采访报道遥

据统计袁此次活动共修理家电 291 件袁
补锅盆壶 237 个袁更换纱窗 100余扇袁熨烫
衣物 160余件袁医疗服务 900 余人次袁发放
各类宣传品 1135余份遥

此外袁三个矿山袁服务中心尧工贸公司
和职教院团委还在矿区尧宾馆广场尧塔山公
园等处开展环境清扫和拾垃圾活动遥

渊本报记者 王虞冤

学雷锋精神 树文明新风 建和谐贵铝

贵铝青年志愿者上街为民服务

图为常顺清与姚远渊左二冤尧干正书渊右
一冤尧彭晓勇渊左一冤亲切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