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铝贵州企业隆重召开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渊上接第一版冤紧贴生产经
营中心袁 节能降耗袁 降本
增效袁 促进生产经营任务
目标的实现曰 发挥思想政
治工作尧 精神文明建设和
企业文化建设的凝聚作
用袁 唱响 野科学发展袁 共
建和谐冶 这个主旋律袁 促
进中铝贵州企业和谐发
展尧 互动共赢遥

全体处级干部和直属
科级单位党政负责人尧 离
休党总支 尧 退休 渊内退 冤
职工党委及所属党总支负
责人尧 各直属单位党群纪
检部门负责人尧 工会尧 共
青团负责人 尧 厂党群部
门尧 分公司企文部副科以
上干部袁 受表彰的先进单
位尧 集体和个人代表 300
多人参加了会议遥

渊本报记者 王虞冤

渊上接第一版冤连续两年被
女职工折桂袁 参加总厂级
职工技能大赛的女职工选
手占参赛人数的 33%袁女
职工和男职工同台竞赛 袁
一样身手不凡遥

要要要爱心帮扶暖人
心遥 各级女职工组织关心
女职工的身心健康袁 建立
女职工健康数据库袁 举办
讲座尧培训 30 多场 袁传授
女性健康卫生保健知识 袁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合理安
排女职工的妇外科体检 遥
建立厂尧 分公司单亲职工
家庭档案袁每年野六一 冶节
前后袁 深入单亲困难女职
工家庭袁 关心她们的生活
和子女的就学袁 送去组织
的关怀与问候遥 认真接待
女职工来信来访 49件袁调
解处理了一些家庭纠纷与
矛盾袁 纠正了一些违反女
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问
题袁 积极维护了女职工的
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遥

要要要野四自冶能力显增
强遥 各级女职工组织大力
塑造野自尊尧自立尧自信尧自
强冶的新女性形象袁鼓励女
职工事业家庭齐头并进 袁
女职工也以追求事业尧爱
岗敬业为己任 袁5 年来厂
渊分公司冤级劳动模范中女
职工就有 6人袁 省级劳动
模范 1人袁 女职工在不同
的岗位上展现着自己的亮
丽人生遥 与此同时各级女
职工组织坚持开展妇女权
益保障法律法规知识的学
习和普及袁 发放各类法律
法规知识书籍 700 余册 袁
组织 5400 余名女职工参
加法律法规知识尧 禁毒知
识尧预防爱滋病知识竞赛袁
2005 年厂女工部荣获全
总女职工权益保障法律法
规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奖遥

要要要热爱生活促和
谐遥 近几年袁厂尧分公司广
大女职工在推进先进文化
传播尧 促进和谐贵铝建设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袁她
们热爱美袁 也尽情地展示
着美袁 以多姿多彩的文体
活动袁 全面活跃了职工的
文化体育生活遥举办的野发
展窑创新窑共创企业美好明
天冶 演讲赛尧野强身健体展
风采冶艺术健身操比赛尧手
工作品展尧时装表演赛尧趣
味体育竞赛 尧 野赞和谐贵
铝窑颂巾帼建功冶朗诵比赛
等袁耐人寻味袁美不胜收袁
女职工以独特的文体活动
优势袁 在十里铝城欢快地
奏响了和谐 尧 奋进的音
符遥 渊贾山冤

本报讯 2 月 27 日袁
氧化铝厂筑炉车间员工完
成了 3# 烧成窑的冷却机
内衬 12 米耐火砖的砌筑
检修任务袁 为首季开门红
赢得了良机遥 渊涂汉贵冤

本报讯 2 月 28 日 袁
电解六车间澡堂充气主管
发生破裂袁 车间综合班青
年突击队对裂缝进行了修
补焊接遥 渊李秀琴冤

本报讯 2 月 28 日 ,
电解二铸造借停机换结晶
轮之机 , 组织员工下到地
坑内 , 清出油污和脏物 10
余手推车遥 渊潘荣森冤

本报讯 截止 3 月 1
日袁 四期电解铝首批投产
电解槽运行已达 500 天遥
电解生产槽的运行状况良
好遥 渊陈明利冤

本报讯 2 月 27 日 袁
电解铸造三车间配合机修
车间袁对抬包间 10 吨天车
近 30 米的操作按钮电缆
进行更换遥 消除了重大安
全隐患遥 (石丕玉)

本报讯 近日袁 电解
三供电工会组织检修班利
用拆卸下来的废旧材料袁
为职工搭建了一个简易停
摩托车尧自行车棚袁解决职
工停车难遥 渊王玉束冤

本报讯 2 月 7 日袁
热电厂召开党建思想政治
工作研究会首次年会暨宣
传表彰会袁 组织观看了中
纪委电教片叶立党为公尧执
政为民 曳袁2006 年优秀政
研论文获奖者在会上进行
了论文发表遥 渊肖荣丽冤

本报讯 2 月 28 日袁
炉修厂召开技术质量工作
会袁 就提高阴极碳块组装
质量进行研讨袁 旨在梳理
施工流程袁 以逐步改善工
艺提高碳块组装质量和电
解槽大修质量遥

渊徐雪峰冤
本报讯 最近袁 碳素加

工工会团支部袁 针对生产
任务加重交叉作业频繁的
实际袁 组织劳动保护监督
检查员和青安岗员对安全
生产加强检查遥 渊石国宏冤

本报讯 电解汽车队
长期坚持对车辆出车前尧
行车中和收车后进行安全
检查袁 对故障和隐患及时
送修袁杜绝了病车上路袁确
保了出车安全遥 渊谢淮东冤

本报讯 3月 2日袁热
电浓缩车间女职工开展迎
野三八冶奉献活动袁对串泵
房四组串泵进行擦拭尧刷
漆遥 渊陈贵萍冤

本报讯 2 月 26 日 袁
碳素一煅烧经过 8 小时的
连续奋战袁 将混放的三百
多块废熟碎块分类识别归
类袁重新整齐有序地摆放袁
使高石墨熟块与普通熟块
整齐有序摆放袁 方便了生
产用料遥 渊张志伟冤

本报讯 为弘扬雷锋
精神袁近日袁碳素厂二焙烧
团员青年将厂房四周绿化
带花池内的纸屑尧 塑料袋
垃圾等杂物进行清理遥 一
组装则用破布将自动线现
场的控制箱进行清洗袁清
除油渍遥 渊喻洁 曹双灵冤

本报讯 2 月 27 日 袁
碳素一焙烧车间团支部及
工会组织开展了节后设备
安全隐患专项检查袁 共查
出隐患 3处袁 并及时进行
了检修维护遥 渊施慧芸冤
本报讯 野三八冶妇女节

前夕袁 碳素加工工会组织
女职工参加了分厂举办的
跳大绳比赛遥 （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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