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者充满激情袁声情并茂地赞颂了广大女
职工在建设天蓝尧地绿尧人和尧业兴袁和谐贵铝中忘我工
作袁辛勤劳动的奉献精神袁深情地回顾了企业建设发展
的艰苦岁月和一代代贵铝人创业精神袁 赞美了贵铝美
好家园这块热土袁歌颂了伟大的母爱遥精彩动人的朗诵
不时赢得全场阵阵掌声遥

经过来自省文学艺术界五位资深专家的现场打
分袁评比出个体和群体名次遥氧化铝厂赵青获个体第一
名袁电解铝厂余颖莉袁热电厂肖荣丽和轻研所王琦分获
第二尧三名曰炉修厂尧碳素厂获群体第一名袁热电厂尧服
务中心尧水电厂尧计控厂获第二名袁电解铝厂尧职工医
院尧机械厂尧轻研所尧工贸总公司尧氧化铝厂尧动力厂获
第三名遥 炉修厂和碳素厂获得组织奖遥

渊王虞/文 张义/摄影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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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一版冤 同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
观，共同的企业精神形成一个整体，我
们企业就会大有希望。扶贫基金的
设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困难职
工吃饭、子女读书等难题。职工有困
难只有依靠组织，因此，我们的帮扶
基金还要加大帮扶力度，多做雪中
送炭的事。发展是硬道理，企业要不
断发展才有活力。大发展大道理，小
发展小道理，不发展没道理。我们的
目标是建成双百亿企业，存续要建
立起四大支柱，股份的氧化铝、电
解、矿山都要有新的发展。企业要不
断发展才有活力。五年来扎扎实实
大发展的结果，是再造了一个贵铝。
打造百年老店就要靠我们一代代贵
铝人的辛勤努力，不断发展。要使贵
铝成为中国铝工业的基地，就还要
不断巩固、扩大和发展。五年再造一
个贵铝绝不是一句空话，五年来，企
业的产量、税收、资产总额等和过去
相比，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从横
向上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企业不发
展，守摊是守不住的。企业与外部和
谐的问题，就是要注重与外部的协调。
在加强环境保护、建帮扶基金、向灾区
捐款，资助困难女童，办农村希望小学

等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作为一个
国有企业，这是一种社会责任，现在对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
的发展，“天蓝、地绿、人和、业兴”
的内涵，会越来越丰富。建和谐贵
铝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方向，也是
按照科学发展观、按照国家节能降
耗要求，企业本身应该做的贡献。

一年来，我们在和谐贵铝的建
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工作和
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员工
也得到了实惠。对这些工作的开
展，职工是拥护的，取得的成果，职
工是满意的。因而，我们要备加珍
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新形势、
新任务，给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带来
新的契机。各级党组织要理直气壮
地开展工作，党群部门要积极主动
工作，创新思路，创新方法，以新的
姿态新的方法和新的业绩，赢得职
工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各单位各部
门要认真按照厂党委的安排，结合

自身实际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使今年
的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再有一个新发展，
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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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28日上午袁贵州铝
厂团委在文化宫二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袁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遥 厂尧分
公司 24 家二级单位共青团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厂团委下发了 2007 年共
青团工作计划袁 安排部署了近期重

点工作遥 贵州铝厂团委副书记李锐
总结了前段时期工作袁 对近一段时
期团的工作提出了要求遥 他要求团
干部们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袁 积极
的态度袁与时俱进尧务实创新尧朝气
蓬勃尧 团结奉献的作风投入到团的
工作中袁开展好野青年岗位职业生涯

导航计划冶尧野企业发展与青年责任冶
等活动袁 落实好共青团全年的各项
工作遥 各级团组织要按照工作要有
新思路袁阵地要有新延伸袁活动要有
新载体袁落实要有新举措袁体现要有
新效果的要求袁在 2007 年的团工作
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冉袁川）

贵州铝厂团委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本报讯 中铝贵州企业党建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刚结束袁 碳素厂各
级党政工团就迅速掀起贯彻学习会
议精神的热潮遥

各车间利用早调会尧 班前会等
形式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认真
学习袁 并进行了讨论遥 广大员工认
为袁 常顺清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的七
个重点任务催人奋进袁鼓舞人心袁增
长势气遥 报告反映了党员和干部职
工的心声袁 大家表示要是以更加振
奋的精神和更加昂扬的斗志袁 全力
投入到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的各项
工作中去遥 （马博男 王冰棱）

本报讯 3月 12日袁机械厂召开
干部会议袁 传达贯彻中铝贵州企业
2007 年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遥

会上袁 该厂党委书记蔡民主传
达学习常顺清书记在党建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
的报告袁 并
要 求 各 车
间 尧 科室做
好宣传贯彻
工作曰 党委
副书记胡纯
光传达学习

何维副书记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袁 该厂厂长石连军要求
广大党员和干部充分认识思想政治
工作的重要性积极探索党建思想政
治工作的新方法袁 努力构建和谐的
企业环境遥 （王丽萍）

碳素厂机械厂迅速贯彻落实企业党建会精神

连日来 , 电解铝厂各车间利用各种形式学
习贯彻中铝贵州企业 2007 年党建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精神。图为二电维党支部书记（右）与党
员在读报学习党建会精神。 渊杨柳 摄冤

本报讯 为推进企业
文化建设袁营造文明尧和谐
的厂区环境遥 2月 27日袁
氧化铝厂组织对全厂的厂
容厂貌尧环境卫生尧车辆尧
绿化管理等进行检查遥

分公司二届一次职代
会以后袁 该厂认真贯彻学
习分公司 叶厂容厂貌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曳尧叶厂容厂
貌管理办法曳袁大力推进创
建文明厂区活动遥 检查小
组分头对 200 多个班组和
机关尧车间办公室袁严格对
照检查考核细则认真检
查遥 检查组长尹平还重点
对申报装修的操作室进行
实地考察袁 确定需要装修
的操作室袁 将在年内进行
翻新装修袁 以给员工创造
舒适的工作环境遥

（赵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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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6日袁 一矿矿长文舰尧
党委书记颜永聪带领矿有关部门负责

人袁将价值 2000多元的学习
用具尧 文体用品和生活用品
送到了修文县小山村小学全
体师生的手中遥

小山小学操场上袁全校
师生排成整齐队列袁 用他们
最隆重的仪式欢迎又一次为
他们送来爱心的 300 名矿山
职工的代表遥

小山村小学与一矿相
邻袁 由于地处偏僻袁 交通闭
塞袁教学条件相当艰苦遥当地

村民经济收入普遍较低袁 大部分学生家
庭比较贫困遥 为了帮助这些山里的孩子
完成学业袁 同时也为矿山生产建设和发
展营造和谐的周边环境袁 建立和谐的厂
地关系袁 一矿已经连续两年向小山村小
学捐赠了价值近万元的文体教学用品和
助学金袁积极帮助他们改善教学条件袁完
善教学设施遥 当了解到他们生活用水极
不方便时袁 今年又特意将一辆报废洒水
车的水罐经过加工改装后袁 运送到小山
村小学遥同时还发动全矿职工捐款袁购买
了 2000 多元的学习用具和文体用品和
生活用品袁赠送给全校师生袁为他们的学
习和生活提供便利遥 （陈凤鸣）

一矿向修文小山村小学捐赠

本报讯 3 月 2 日下午袁 碳素厂召开
2007年首次员工座谈会遥 分厂各位领导与
基层员工面对面交流袁聆听员工的心声遥

座谈会分三个分会场袁分别设在成型尧
一组装尧加工三个车间遥 会上袁员工们把各
自在工作中尧 生活中所思所想所急都告诉
了厂领导遥 对于员工提出的私家车不能进
厂以及停车问题尧 外单位现场施工的安全

措施等问题袁领导们一一作了回答袁并真诚
地询问了员工意见袁与员工交换看法遥对于
分厂的生产管理工作袁 员工们提出了许多
好的意见和建议遥该厂领导表示袁员工座谈
会制度将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袁 目的就
是要让厂领导与基层员工零距离接触袁减
少意见反馈的中间环节袁 以了解员工最真
实的想法袁真正作到以人为本遥 (王冰棱）

碳素厂召 开首季员 工座谈会

为构建 野天蓝 尧 地绿 尧 人
和 尧 业兴 冶 的和谐贵铝提供良
好的治安环境 袁 有效维护辖区
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 袁 确保企
业生产经营秩序和职工群众生
命财产不受侵害 袁 充分调动和
鼓励广大职工群众参与打击违
法犯罪的积极性 袁 营造弘扬正
气尧 见义勇为的良好社会氛围袁
按照贵阳市公安局 叶打击 野两
抢一盗 冶 犯罪和侦破命案举报
奖励实施办法 曳 渊以下简 称
叶举报奖励办法曳冤袁 贵阳市公安
局塔山分局决定 院 对现行抓获
抢劫尧 抢夺 尧 盗窃 尧 涉命案件
犯罪嫌疑人的职工群众和积极
提供抢劫 尧 抢夺 尧 盗窃 尧 涉命
案件尧 侵财案件线索的职工群
众 袁 除严格按照贵阳市公安局
叶举报奖励办法曳 予以奖励外 袁
对达不到贵阳市公安局有关奖
励内容及标准的 袁 根据本公告
予以奖励遥

一尧奖励内容及标准
渊一冤职工群众现行抓获野两

抢一盗 冶案件 尧侵害中铝贵州企
业及职工群众生命财产违法犯
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尧违法行为
人袁经公安机关审查认定应受刑
事处罚且达不到贵阳市公安局
奖励标准或经公安机关审查认
定应受治安处罚的袁给予以下奖
励院

1尧现行抓获抢劫尧抢夺尧盗窃
犯罪嫌疑人经公安机关审查认
定构成刑事案件的袁经公安机关

审查认 定 袁 每 抓获 一名奖 励
500要2000元遥

2尧现行抓获抢夺尧盗窃违法
行为人构成治安案件的袁经公安
机关审查认定袁每抓获一名奖励
50要1000 元遥

3尧现场阻止违法犯罪行为发
生但未现行抓获犯罪嫌疑人尧违
法行为人且为企业或职工群众挽
回财产损失的袁公安机关根据收
缴赃物价值袁经审查认定袁视情予
以适当奖励遥

渊二冤尧职工群众积极举报野两
抢一盗冶案件尧侵害中铝贵州企业
及职工群众生命财产违法犯罪案
件线索袁经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
疑人尧违法行为人审查认定构成
刑事案件或治安案件的给予以下
奖励院

4尧举报抢劫尧抢夺和盗窃犯
罪线索袁公安机关破案并抓获犯
罪嫌疑人后 袁 每抓获一名奖励
200-1000元遥

5尧 举报抢夺尧 盗窃违法线
索袁 公安机关破案并抓获违法行
为人后袁 每抓获一名奖励 50要
500元遥

6尧举报抢劫尧抢夺和盗窃犯
罪线索袁为企业或职工群众挽回
重大经济财产损失的袁公安机关
根据收缴赃物价值袁经审查认定袁
视情予以适当奖励遥

渊三冤职工群众主动协助公安
民警尧企业护卫队员尧保安队员尧
护厂民兵抓获野两抢一盗冶案件尧
侵害中铝贵州企业及职工群众生
命财产违法犯罪案件袁经公安机
关审查认定构成刑事案件或治安
案件的袁给予以下奖励院

7尧主动协助抓获抢劫 尧抢夺
和盗窃犯罪嫌疑人袁经公安机关
审查认定构成刑事案件的袁每抓
获一名奖励 400要800元遥

8尧主动协助抓获抢夺 尧盗窃
违法行为人袁经公安机关审查认
定构成治安案件的袁每抓获一名
奖励 50要400 元遥

9尧主动协助制止违法犯罪行
为袁为企业或职工群众挽回重大
经济财产损失的袁公安机关根据
收缴赃物价值袁经审查认定袁视情
予以适当奖励遥

渊四冤尧现行抓获其他犯罪嫌
疑人尧违法行为人曰主动协助公安
机关破案其他刑事案件尧治安案
件袁以及提供其他刑事案件尧治安
案件线索袁经公安机关抓获犯罪
嫌疑人尧违法行为人审查认定构
成刑事案件或治安案件的袁参照
上述条款予以奖励遥
二尧奖励保密制度
受理群众举报线索的办案单

位及公安民警和相关人员袁 必须
严格为举报人保守秘密袁 严禁泄

露举报人的任何信息袁 对失尧 漏
密人员塔山分局将依法尧 依纪严
肃处理袁 后果严重的将追究刑事
责任遥
三尧奖金发放方式
公安机关根据举报人提供的

线索袁 经核实破获案件后袁30 日
内作出奖励决定通知举报人袁并
可根据举报人意愿可采取银行转
帐尧 邮政汇款或直接到塔山分局
举报中心领取的方式领取奖金遥
四尧奖励兑现范围
本实施办法奖励兑现范围

为院 除担负公安保卫职责任务的
公安民警尧企业护卫队员尧保安队
员和企业民兵之外的职工或群
众遥
五尧举报电话

塔山分局举报中心院4898170
塔山分局刑侦大队院4898168
塔山分局治安大队院4898167
塔山分局东区派出所院4897085
塔山分局西区派出所院4898172
塔山分局中区派出所院4899213
塔山分局林歹派出所院2827226
塔山 分 局 小山 坝派 出 所 院

2312330
六尧附则
1尧本实施办法由塔山分局举

报中心尧法制科负责解释遥
2尧 本实施办法自 2007 年 3

月 15 日起试行遥

贵阳市公安局塔山分局

二 00 七年三月十五日

贵阳市公安局塔山分局
公 告

本报讯 2月 21日袁动力厂召开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遥

会议认真总结了 2006 年综合治理维
护稳定工作袁要求 2007年要在维护厂区政
治稳定袁创建厂区良好治安秩序再创佳绩遥
会上袁该厂党委书记尧厂长何平与各车间尧
机关各科负责人签订了 2007 年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遥 （李喜祥）
本报讯 3月 2日袁氧化铝厂召开 2007

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袁 安排部署
综治工作袁 签订目标责任书袁 层层分解指
标袁落实责任遥该厂党委副书记赵思青代表
厂部党委和 24个车间签订了 2007年度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遥 (长青)

动力厂氧化铝厂召开综合治理工作会
本报讯 有着野花园式工厂冶美

称的水电厂 2月 28 日袁 召开了绿
化工作专题座谈会遥

水电厂内花草树木品种繁多袁
处处鸟语花香袁在这里工作生活有
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遥但绿化工作
却缺乏有效规划和维护袁存在绿地

面积小尧管理跟不上的现象遥 与会
人员畅所欲言袁对绿化工作提出了
很多好建议遥该厂厂长雷惠明要求
安全环保科对绿化工作进行整体
规划袁分步实施遥 他希望全体员工
参与管理袁共同努力把水电厂建设
得更加美观靓丽遥（王晓群冤

水电厂召开绿化工作会

从车间主任王黔生手中接过装有 4890元信封时袁
何贵连夫妇眼含热泪袁咽喉哽噻袁除了连声的野谢谢冶
外袁已找不出任何的语言来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袁因为
他接过的是铸造三车间 101 名员工无私奉献的爱心遥
这是 3月 2 日发生在医院病房里的一幕动人情景遥

年三十前夜袁何贵连 19 岁的独子因病情恶化被紧
急转至市中医附院袁诊断为肾衰竭晚期袁下了病危通知
书遥多年来袁为给孩子治病袁何贵连夫妇四处求医袁欠下
了数十万元的债务遥此次每月 6000 多元的治疗费使何
贵连一家愁眉不展袁 这个家庭仅已无法负担昂贵的治
疗费用了遥 为了孩子袁他们把住房也卖掉了遥

获知何贵连一家面临的困难后袁 车间在向上级工
会组织寻求帮助的同时袁 工会决定组织一次爱心捐助
活动来帮助何贵连一家遥车间员工们在知道情况后袁积
极响应工会捐助活动遥 车间主任王黔生带头捐出 300
元遥在车间领导带动下袁员工们你 50袁我 100
的纷纷捐款遥仅两天时间就捐了 4890元钱遥

101名员工的爱心
○ 徐远强

小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