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月 6日袁 坛罐窑矿区矿权转让
签字仪式在二矿举行遥 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
柳健康代表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清镇宏
泰经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覃秀平在协议书上
签字袁 坛罐窑矿区矿权正式属中国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所有遥

为充分合理开发利用坛罐窑矿山的铝土
矿资源袁 确保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袁 本着平
等互利尧 实现双赢原则袁 经友好协商袁 清镇

宏泰经贸有限公司同意将其拥有的坛罐窑铝土
矿采矿权转让给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遥 签字
仪式后袁 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康讲话袁 要求合
理开发利用坛罐窑矿山的铝土矿资源袁 要早出
矿袁 快出矿袁 多出矿袁 发挥矿山的优势袁 提高
供矿能力遥

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分公司矿产资源部尧计
划企管部尧财务部尧总经理办等部门领导及二矿
领导和相关科室负责人遥 渊王全新冤

坛罐窑矿权转让签字仪式在二矿举行
本报讯 为落实厂九届一

次职代会上关于加速推进 野电
工圆铝杆连铸连轧冶 项目的建
设及生产准备的工作部署袁 保
证该项目如期完成袁 华新公司
加速推进连铸连扎尧 合金生产
线的筹备与建设工作遥 在各兄
弟单位及相关处室的大力支持
与共同努力下 袁 项目进展顺
利遥

到目前为止袁 由贵铝工贸
兴达分公司承建的熔炼炉已于
元月上旬修建完毕曰 由江苏无
锡莱达煤气有限公司承担的煤
气发生炉已于元月 31 日安装
完毕曰 由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
循环水池尧 厂房等土建工程以
及由河南沁阳冷却塔公司承担
的冷却塔安装工程正紧锣密鼓
的进行施工及安装当中曰 由成
都 141厂承担的连铸连轧机安
装工程所有安装人员已经就
位袁 即将进行连铸连轧机的安
装工作袁各项建筑尧安装工作均
有条不紊地进行遥

设计年产 1.5 万吨的 野电
工圆铝杆连铸连轧冶项目袁于去
年 11 月 18 日正式开工兴建遥
此项目的建设袁 将为贵州铝厂优化资产
增量袁带动资产结构优化升级袁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渊郝 红冤

华
新
公
司
加
速
推
进
电
工
圆
铝
杆
项
目
建
设

 AA3.JPG
 not exist!

本报讯 2月 27日袁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的 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遥 中国铝业贵
州分公司 野管要要要板式降膜蒸发器装备及工艺技术
研究开发应用冶 成果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遥 这是中铝公司此次所获的两个二等奖
之一袁 亦为贵州省获得的唯一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袁
是贵铝近 50年来第二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遥

野管要要要板式降膜蒸发器装备及工艺技术研究
开发应用冶 成果是贵州分公司广大科技人员呕心沥
血袁 经过多年的不断改进创新袁 成功开发的一项难
度大尧 水平高的重量级科技成果遥 该项成果的成功
开发袁 解决了我国氧化铝行业蒸发技术水平升级的
重大难题袁 显著提高了我国氧化铝工业的核心竞争

力遥
该

项 目 针
对 氧 化
铝 生 产
中 蒸 发
能耗高尧
结 垢 严
重 尧 投
资和维持费用高 尧 运行效率低的突出矛盾袁 综合
运用了工程力学 尧 传热学尧 金属材料学尧 机械学
等多学科知识 袁 采用优化组合将技术成果推广转
化为规模工业应用袁 解决了蒸发效率低尧 成本高尧
寿命短的重大技术难题袁 实现了双重蒸发袁 提高
了换热效率袁 大幅度降低了蒸汽消耗遥

项目在生产中应用后袁 与过去相比袁 一组蒸发
器年创造经济效益 600万元以上袁 综合技术和主要
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袁 是国内外氧化
铝行业具有广泛推广应用前景的高效节能装备技
术袁 在化工行业亦有广泛的推广应用价值遥

渊车玲冤

分公司管板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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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厂九届一次尧
分公司二届一次职代会精神和党建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精神袁全面完成 2007年生产经营及
各项工作任务袁为实现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冶
的奋斗目标袁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
胜利召开袁 贵州铝厂党委决定在中铝贵州企
业开展野提素质尧促和谐尧做贡献冶主题活动袁
并于 3月 6日下发文件袁对活动的内容尧实施
办法尧要求等方面作出了部署和安排遥

此次主题活动的主要内容有院 1尧 大力
开展 野提素质尧 促和谐尧 做贡献冶 主题活动
的宣传教育遥 通过宣传教育袁 使广大党员尧
干部尧 员工进一步提高认识袁 把员工的思想
认识统一到厂尧 分公司所作的决策上来袁 积

极参加到主题活动中去袁 立足岗位袁 做出成
绩袁 取得实效遥 2尧 开展各种形式的立功竞
赛活动遥 开展以劳动竞赛尧 技术比武为主要
形式的建功立业活动袁 为员工展示才华搭建
平台袁 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尧 主动性和创
造性遥 3尧 开展创建 野和谐单位冶 活动遥 在
创建 野和谐单位 冶 渊含车间 尧 班组 冤 活动
中袁 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袁 充分发挥领导
班子的整体功能和集体智慧 袁 以出色的业
绩尧 务实的作风尧 进取的精神尧 团结的形象
赢得广大员工的信任和支持曰 二是坚持以人
为本袁 形成平等友爱尧 融洽和谐的人际环
境袁 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创造力曰 三是大力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袁 努力为员工营造良好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袁 保护员工的健康和安全遥
加大对中铝总部 叶职业道德行为准则曳 和中
铝贵州企业 叶员工守则曳 的宣贯力度袁 用共
同的理念 尧 共同的价值观尧 共同的行为准
则袁 帮助广大员工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
导向曰 四是继续抓紧抓实学习型企业的创建
工作曰 五是加强思想引导袁 团结协作袁 密切
干群关系遥 4尧 开展 野提素质尧 促和谐尧 做
贡献冶 主题征文活动遥

文件要求袁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袁 在党委
领导下袁 行政的支持下袁 切实把开展 野提素
质尧 促和谐尧 做贡献冶 主题活动作为本单位
和各级党组织的一件大事来抓紧抓好袁 切实
抓出成效遥 渊本报记者冤

厂党委决定开展“提素质、促和谐、做贡献”主题活动

在日前刚刚结束的中铝贵州企业
2007年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袁贵州铝
厂党委书记常顺清同志代表党委作了一个
非常鼓舞人心尧激励斗志的工作报告遥在会
上袁常顺清同志还就实现建设野天蓝尧地绿尧
人和尧业兴冶的和谐贵铝的目标袁作了非常
精彩和非常深刻的阐述袁 这对我们建好和
谐贵铝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党委的工作报告袁始终贯穿着和谐尧创
新尧发展这一主题遥 和谐袁是我们做好各项
工作的基础曰而创新是我们发展的手段曰发
展则是我们的目的遥 厂第四次党代会提出
的建设野天蓝尧地绿尧人和尧业兴冶的和谐贵
铝的目标袁 既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国家节能
降耗减排的要求及中铝公司野更强尧更优尧
更和谐冶的目标袁又非常切合贵铝实际袁得
到了企业广大干部职工袁 包括离退休 渊内
退冤职工的广泛赞同遥 如今袁这一目标已深

入人心袁 形成了共识袁 得到上下一致的支
持遥

关于天蓝尧地绿袁常顺清同志继年初职
代会后袁再次进行了具体生动的精彩阐述遥
他指出袁天蓝尧地绿袁就是要彻底改造热电
老锅炉袁让烟囱从黑烟尧灰烟到无烟袁还白
云地区一片蓝天遥 同时袁要改造氧化铝厂尧
热电厂门前运煤公路袁 彻底改变天晴飞尘
弥漫袁雨天一路烂泥的状况遥还将继续加大
对电解排放设备的改造袁在环境保护尧节能
降耗方面迈出更大步伐遥与此同时袁要加强
矿山复垦袁加快厂区尧家属区的绿化美化袁
把企业建成环保型工厂袁 让我们的家园变
得更美丽尧更舒适宜人遥

关于人和尧业兴袁常顺清同志强调袁这
是建和谐贵铝的关键遥人和袁包括股份与存
续尧在职与离退休尧领导与群众尧员工与员
工尧企业与外部等方面的和谐遥股份与存续

的和谐袁 就是要坚持互动双赢袁 共建和谐贵
铝遥 上市存续一家亲袁打断骨头连着筋遥 虽然
为两个行政袁但我们仍是亲兄弟遥 一年来袁互
动双赢袁建设和谐贵铝袁上了一个新台阶袁取
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遥 在职与离退休的和谐
上袁 广大离退休职工为贵铝建设和发展贡献
了毕生精力袁 建设贵铝这座大厦有他们辛勤
的汗水遥前人栽树袁后人乘凉遥因此袁我们在各
方面都应体现出贵铝大家庭的和谐袁 不能忘
记前人的贡献遥领导与群众的和谐袁就是要贯
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方针袁真
心实意为群众办事袁 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
号袁时时处处把群众放在心上袁得到群众的真
心拥护遥 年初职代会上对企业领导测评的极
高满意度袁 充分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职工
代表尧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遥员工与员工的和
谐袁体现在贵铝大家庭里的互相关爱袁只要全
体员工团结和谐袁按照我们共渊下转第三版冤

深刻领会“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内涵 加快推进和谐贵铝建设
———论贯彻落实中铝贵州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3 月 10 日袁 中铝公司研究与规划部综
合处副处长兼调研处副处长赵秀富尧 综合处业务主
管王海珍尧 调研处业务主管付霞一行三人到贵州铝
厂和贵州分公司袁 重点对贵州铝土矿资源及地方铝
工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调研遥

在氧化铝厂会议室袁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康尧贵
州铝厂副厂长邹善能向调研组汇报了贵州铝土矿资
源的现状尧分公司开发铝土矿资源的规划袁以及面临
的困难遥 调研组对需要中铝公司总部解决的问题进
行了详细的了解遥

贵州铝厂厂长助理聂毅及厂办尧企业发展处袁分
公司总经理办尧矿产资源部尧计划企管部袁以及氧化
铝厂领导参加了调研汇报会遥 渊姜文卓冤

中铝总部到贵铝调研

本报讯 3月 9日袁由贵州省尧贵阳市尧白云区三
级安全监察局尧 环保局和国土资源局等有关人员组
成的联合检查组袁 对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尾矿库赤
泥大坝和灰渣坝的安全环保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遥

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康向检查组简要介绍
了贵州分公司尾矿库的安全尧 环保和库容等基本情
况遥分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人就尾矿库的安全尧环保
情况作了全面汇报遥

白云区安监局局长班正勇就白云区政府对区属
范围内的尾矿库的安全监管工作作了介绍遥

检查组在实地检查和听取汇报后袁 要求贵州分
公司更加重视尾矿库的安全袁 特别是今年汛期到来
之前袁要进一步加强安全措施遥 渊阮 京冤

省市区安监局检查分公司尾矿库

本报讯 近日袁厂工会被中国机冶建材工会全国
委员会授予 野全国机械冶金建材系统工会工作先进
集体冶荣誉称号遥 渊张义冤

厂工会荣获全国机械冶金建材
系统工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讯 3 月 7 日下
午袁贵铝文化宫气氛热烈袁
传出阵阵优美悦耳的朗诵
声遥 中铝贵州企业庆祝野三
八冶国际劳动妇女节袁赞和
谐贵铝尧 颂巾帼建功女职
工朗诵比赛在这里举行遥
近 20 个单位百余名女职
工参加朗诵比赛遥 贵州铝
厂工会主席陈刚与数百名
女职工观看了比赛遥

比赛分群体和个体两种
形式进行袁 朗诵内容有诗歌
有散文袁朗诵渊下转第三版冤

赞和谐贵铝 颂巾帼建功 庆三八妇女节

中铝贵州企业举办女职工朗诵比赛

贵阳市公安局塔山
分局关于《打击“两抢一
盗”犯罪及侵害企业财产
案件有奖举报实施办法》
的公告。 渊详见三版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