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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06
年三月 袁 由贵州
铝厂纪委监察室
牵头袁 对热电厂
锅炉主煤进行立
项袁 全过程针对
热电厂锅炉主煤的采购尧取样尧过磅尧
现场管理尧质量检验等环节开展效能
监察遥 截止到 2006 年 11 月袁热电厂
入炉煤平均发热值从 2005 年同期的
5059.18大卡 辕公斤提高到 5399.60 大
卡 辕公斤 ;蒸汽单耗平均比去年同期降
低 10.94kg/ T - 汽袁仅此一项就节约
原煤 50830.6 吨曰 煤质改善也保证了
热电厂锅炉的正常燃烧袁停启炉的次
数明显减少 ;柴油消耗降低袁累计节约
柴油 131.027吨遥

一尧从源头上入手袁把好原煤采
购关 袁 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供应环
境遥

效能监察小组一是帮助供应部
们修订和制定了叶关于热电厂锅炉民
煤集中采购管理方案 曳等制度 袁并组
织供应部结合对叶供应部加强廉洁自
律十二不准曳的学习遥 同时袁还不辞辛
劳行程几千公里袁 来往奔波于水城尧
六枝尧黔西尧大方 尧织金尧修文和贵阳
周边地区袁组织供应部尧生产运行部尧
热电厂尧电视台等单位袁对贵州省内
所有与分公司签订了供应合同的原
煤供应商的资质尧生产能力尧开采尧运
输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资格
审查袁对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 袁特别
是带有黑恶势力背景的袁 发现一家袁
及时通知和督促供应部们解除一家曰
同时还在原煤的采购尧 质量跟踪尧商

务合同的修订尧采购价格等方面做了
大量有成效的工作遥 一至十一月份通
过资质评审袁供应部们共解除了八家
不合格的供应商遥

效能监察人员认真参加供应部
每月一次的价格评审会议曰在供应部
组织的全体原煤供应商座谈会上袁认
真宣传贵州分公司廉洁从业的有关
规定袁公布纪委举报电话 袁并及时向
供应部门领导反馈袁协助他们加以改
进遥

二尧 抓好重点环节的效能监察袁
减少人为因素袁堵塞管理漏洞袁确保
原煤采样工作的准确及时遥

效能监察人员一方面不间断地
深入生产运行部热电厂取样现场袁认
真开展了对原煤的取样 尧制样尧送样
等工作环节的监督袁平均每个星期到
现场两次以上遥 另一方面针对取样这
个重点环节袁对现有的取样环节中容
易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袁达
成整改共识袁采取整改措施遥 生产运
行部针对老的取样机和取样环境上
存在的问题袁先后引进了新的取样机
和破碎缩分系统袁研制了现场取样送
样车袁并根据使用的情况进行了反复
改进袁减少了人为因素袁有效地防止
了有可能出现的人为掉样和混样等
情况遥 同时在管理人员的岗位安装了
全方位的视频监视系统遥 下半年袁生

产运行部将所有涉及热电厂锅炉小
煤取样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整袁对新
上岗的全体人员开展了有关厂规厂
纪的学习教育遥

三尧开展对煤车停放次序和司磅
工作的效能监察袁避免和挽回经济损
失遥

一是结合实际袁督促物流配送中
心迅速制定了叶物流配送中心原煤过
磅管理制度曳袁 两位司磅人员在工作
中及时发现了有人模仿签名和篡改
吨位等行为袁并迅速上报袁经效能监
察小组配合公安派出所调查取证袁共
发现 85 张被人为涂改的票据袁 避免
了有可能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遥 二
是从硬件上加以改进袁引进了电子磅
秤袁 防止了在重车过磅中的人为因
素遥 对司磅人员采取定期轮换制度袁
不定期对过磅车辆的记录进行抽查袁
避免了人为过假磅现象等问题的发
生遥 三是采取了排队发号袁依次过磅
等措辞袁指派专人在路上规范煤车停
放的次序 袁 发现不正常现象迅速通
报遥 下半年袁由于负责路面巡视的人
员责任心强袁及时向效能监察组汇报
发现煤车停车位置十分反常袁有意避
开某些过磅和取样的时间段袁不按顺
序过磅袁甚至把车开走等情况袁效能
监察小组迅速制定了叶关于对可疑车
辆进行重点抽查和监控的监察建议曳

并及时发现和查处了几起恶意掺假
的行为遥

四尧加强制度建设袁规范热电厂
现场验收管理工作

贵州分公司热电厂锅炉民煤收
购工作整合后袁热电厂负责对进场的
民煤进行现场验收处罚袁现场验收工
作人员在工作中可以独立行使处罚
权遥 效能监察小组首先督促热电厂生
产运行科修订了叶热电厂煤管工作人
员廉洁从业七条纪律规定曳和 叶关于
对原煤进场验收人员工作的有关规
定曳等遥 针对在工作中发现的热电厂
野热网冶系统中存在的漏洞袁效能监察
组及时下达效能监察通知书袁督促热
电厂制定了暂行规定袁防止了各种因
为泄密所造成的危害遥 针对进场民煤
现场验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袁对热电
厂下达了叶关于加强热电厂民煤现场
验收管理工作的监察建议曳袁 热电厂
据此迅速修订和执行了叶热电厂原煤
现场质量验收规定曳遥 协调供应部尧生
产运行部支持和配合热电厂对恶意
掺假行为进行扣罚遥 全年热电厂通过
现场验收管理这个环节袁将正常扣荒
和针对有意掺假包荒扣罚相结合袁共
挽回经济损失 49 万元遥

五尧针对质量检测中心开展效能
监察袁把好质量检验检测关遥

效能监察组深入氧化铝化验室

煤分析班袁 监督
和检查接样和制
样尧存样的程序袁
对化验班的工作
人员开展廉洁从
业教育遥 督促他

们相继制定了 叶样品接收管理办法曳
等规定遥 根据效能监察组的要求袁分
析检测中心还对煤分析班的人员实
行了轮换制度遥 帮助分析检测中心针
对野原煤分析检测检验 冶进行立项开
展效能监察遥 全年袁分析检测中心氧
化铝化验室煤分析班共分析 2760 个
煤样袁 通过中心抽查袁 合格率达到
98%以上遥 煤分析班全年没有发生一
起分析质量事故袁没有发现一起违反
工作纪律的问题袁没有发生一起种针
对职工的举报袁全年没有发现一起虚
假结果遥

热电厂锅炉主煤效能监察工作
立项实施一年多以来袁效能监察小组
通过对供应商进行资质审查袁发现不
良供应商及时督促供应部与之解除
供应合同曰特别是一举肃清了某带有
黑社会性质的不法供应商袁营造了良
好的供煤环境曰通过教育监督和制度
建设袁用教育筑牢思想防线袁用制度
保障公正廉洁袁并初步构建了惩罚体
系框架袁收受贿赂等违法行为基本杜
绝遥 过去每年涉及热电厂原煤采购等
方面的的举报信件和举报电话从未
间断袁 而 2006 年仅收到 3 件袁 举报
野满天飞冶的现象有了根本改变遥 通过
走访调查袁目前贵州分公司新的原煤
集中采购管理模式得到了供应商们
的普遍好评遥 渊孙捷冤

形成合力 共 创 佳 绩

分公司锅炉主煤效能监察成效显著

女职工朗诵比赛群体第一名炉修厂遥 张义 摄

女职工朗诵比赛个人第一名赵清遥 张义 摄

3 月 8 日 , 氧化铝厂供排水车间组织
全体女工开展纸牌游戏活动遥 伍飞华 摄

在野三八冶节前夕袁热电厂工会组织女员
工开展篮球比赛遥 黄升德 摄

女职工朗诵比赛群体第一名碳素厂遥 张义 摄

3月 8日 ,炉修厂女职工进行跳绳比赛遥
张安燕以一分钟跳 186 个获第一名袁涂春霞
和王柳分获二尧三名遥 刘玉兰 摄

氧化铝厂工会于 3 月 6日下午举办了乒
乓球接力趣味竞赛活动遥 经过角逐袁电气车
间分会获得第一名遥 陈扬 摄

女职工朗诵比赛个人第二名余颖莉遥 张义 摄

本报讯 野三八 冶节前
夕袁碳素厂各车间相继开

展了庆野三八冶节女职工活动遥
一煅烧尧 导杆车间开展了女职工跳绳活

动 曰 一组装车间开展了 野巾帼创新在岗位 冶
女职工座谈会曰 一焙烧车间开展了女职工奉
献在岗位 野建功立业活动 遥 通过活动搭建了
女职工建功立业的工作平台袁 推进了女职工
创新工作的成效遥 (马博男)

本报讯 野三八 冶节来
临之际袁热电厂开展了女

工篮球赛尧清扫和维护尧检修设备等活动遥
浓缩车间利用女工休息时间对串泵进行

擦拭尧 刷漆袁 使 16台设备焕然一新遥 供电女
工开展对高压配进行清扫活动遥 浓缩车间女
工和电气车间女工队还进行了篮球比赛等活
动遥 渊白冰冤

本报讯 为活跃节日
气氛袁机械厂工会近日举

办了女员工体育活动遥
本次活动有跳绳尧赶球两个项目遥 活动中袁

各参赛选手兴致勃勃尧热情高昂袁围观者也不
时在旁加油尧打气袁整个活动充满了欢声笑语袁
使大家的身心在紧张的工作中得到了放松袁渡
过了愉快而轻松的一天遥 渊王丽萍冤

本报讯 3月 8日袁第
一铝矿工会于组织全矿

女工到白云公园革命烈士陵园参观学习袁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遥

一矿党委书记颜永聪勉励全体女工要学
习革命先烈为国为民不屈不挠尧 英勇奋斗尧无
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袁 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
作袁争创佳绩袁发挥半边天作用袁为矿山建设做
出贡献遥 渊陈凤鸣冤

本报讯 为庆祝 3月
6 日下午袁动力厂工会举

办了女职工趣味竞赛活动遥
比赛分为齐心协力走尧 同心圆尧 疯狂的

履带尧 千足同行等四个项目遥 参赛队员充分
发挥团队精神袁 齐心协力尧 你追我赶袁 场外
队员则呐喊助威袁 现场气氛热烈尧 欢快遥 此
次比赛充分展示了女职工们团结互助袁 勇于
进取的精神风貌遥 渊郭颖冤

本报讯 3 月 8 日 袁
汽车公司全体女职工开

展了 野庆三八袁 为创优美环境当一天美容师冶
义务劳动遥
活动中袁女职工们在寒风中将几个修理车间

的绿化带里与排水沟间的杂草尧废弃物等清理
得干干净净袁还了员工们一个绿树成荫袁空气

清新的工作环境遥 在愉快的劳动中袁女职工们
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节日遥 渊刘剑波冤

本报讯 3 月 8 日上
午袁工贸总公司机关工会

举行野节日送你一首赞美诗冶活动遥
活动中 袁 女职工们纷纷上台朗诵诗歌 袁

诗歌内容或鼓励女性要做坚强尧 自立尧 美丽
的女人袁 或讴歌女性为社会尧 为家庭做出的
无私贡献袁 或赞美当今女性的多姿多彩袁 取
得了较好效果遥 渊龚凤凌冤

本报讯 3月 8日袁石灰
石矿女工委组织全矿 100

余名开展了节日活动遥
女工在趣味性与团队合作和整体协调能

力相结合的野时代列车冶尧野叠罗汉冶等趣味体育
活动中愉快地欢度自己的节日遥 阵阵欢笑声使
活动现场其乐融融袁姐妹们的亲情尧友情跃然
其间遥 同时袁矿工会还对部分不能离开岗位的
女工进行了走访慰问遥 渊刘宏飞 冤

本报讯 近日 袁贵铝
型材厂举行了丰富多彩尧

趣味纷呈的女工联谊活动遥
女工们进行了吹尧压气球比赛遥 比赛体现

了灵巧尧配合尧协调能力曰随后进行了团队背靠
背游戏袁在活动中蕴含着团队拼搏尧合作精神遥
女工们还进行了卡拉 OK表演遥 在欢歌笑语中
女工度过了美好的一天遥 渊杨容冤

本报讯 3月 6日袁华
阳公司工会组织举办了

女工野投掷沙包冶比赛遥
经过两个小时轻松愉快的活动袁 分别评

出了一尧 二尧 三等奖 遥 活动的开展袁 丰富了
女工的文化生活袁 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和员
工的团结互助精神遥 渊刘远芳冤

本报讯 3 月 10 日袁
物配中心 120 余名女职

工欢聚一堂袁举行庆祝野三八冶节系列活动遥
中心组织了拔河尧寻宝 尧夹运乒乓球接力

赛等趣味活动遥 40余名女职工还进行了丰富多
彩的才艺展示院有十字绣尧毛衣编织尧折纸等手
工艺品曰有唱歌尧舞蹈等文艺节目曰还有色香味
俱全的厨艺表演遥 渊中心党群办冤

本报讯 为庆祝 "三
八妇女节 " 来临 ,贵铝第

五幼儿园工会于 3 月 7 日下午在本园组织了
一次别开生面的庆祝活动遥

通过座谈尧 跳绳尧 扑克等活动形式 ,使职
工们切实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 ,凝聚了人心 ,使
工会工作真正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袁 职工
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目遥 渊顾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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