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月 14日下午袁 厂尧 分公司企业
文化主管部门在项目部三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
二级单位企业文化建设办公室主任会议遥 厂尧
分公司二级单位主管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主任
以及宣传部尧 企业文化部相关人员共
40人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厂党委书记尧
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在中铝贵州企业党
建思想政治工作会上所做的党委工作报
告和党委副书记何维所做的纪委工作报
告遥 会上袁 分公司企业文化部副经理焦
宁对今年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进行了总体
部署袁 对构建统一和谐的企业文化尧 规
范运用视觉识别系统尧 继续深入抓好创
建学习型企业工作尧 围绕生产经营实施
企业文化落地尧 以提升管理为目标开展
系列活动以及广泛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的
野示范点冶 等项工作作了具体安排遥 厂
党委宣传部部长杨勇作了总结讲话袁 肯
定了去年一年二级单位企业文化建设工
作所取得的成效袁 强调了今年企业文化
建设的重点工作袁 提出了进一步加大企
业文化建设的思路袁 并对企业文化工作

者开拓创新尧 提高素质尧 锐意进取尧 创造性开展
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希望和要求遥

会后袁 参会人员到计控厂四车间和中铝贵州
企业发展成就展厅进行了参观遥 渊罗芳冤

厂分公司联合召开企业文化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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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6日下午袁 贵州铝厂工会 2007年工作会议在厂文
化宫召开遥会议安排部署了今年工会工作的重点任务袁号召全体员工
统一思想袁振奋精神袁凝聚力量袁在建设和谐贵铝的征途上充分发挥
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遥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尧 副主席赵铁军袁 省有色冶金工会主席张鲁
豫袁厂尧分公司领导周利洪尧柳健康尧陈刚尧邹善能出席会议遥厂工会副
主席许晓桥主持会议遥

贵州铝厂工会主席陈刚作了题为叶促进和谐尧推动发展袁为建设
野天蓝地绿人和业兴冶的和谐贵铝做出新贡献曳的工会工作报告遥报告
认真全面回顾了 2006年工会工作袁提出了 2007年厂尧分公司工会工
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袁从深刻领会实质袁认真抓好六中全会精神
的贯彻落实袁学以致用建设和谐企业曰紧密联系实际袁牢牢抓住企业

改革发展的内在需要袁持之以恒推进常项工作曰突出重点工作袁找准
着力点促进企业职工共同发展袁 积极扩大工会的影响力等五个方面
安排部署了今年厂尧分公司工会工作的重点任务和措施遥

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康宣读了厂工会关于表彰 2006年度
先进二级工会尧先进集体尧先进个人的决定遥 在热烈掌声中袁先进单
位尧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上台接受领导颁奖遥

赵铁军在讲话中代表龙超云主席尧 代表省总工会对会议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遥他就创新工会工作袁提高新形势下工会工作的能力
和水平提出了几点要求院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袁强化政治意识曰二是
要团结动员广大职工袁同心协力袁努力完成今年生产工作目标曰三是
全心全意为职工办实事尧解难事尧做好事袁把三个承诺落到实处遥

受贵州铝厂党委书记尧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委托袁贵州铝厂
厂长周利洪代表厂党委尧 厂和分公司作
了重要讲话遥 他充分肯定了工会一年来
的工作袁 通报了中铝公司一年来取得的
成就和中铝贵州企业 2006 年取得的突
出成绩袁并对工会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袁
正确判断和分析面临的形势袁 加强工会
组织的作风建设袁树立良好工会的形象袁
以及做好把工会接受党的领导与依法独
立开展工作有机结合袁 把企业不断改革
改制发展的要求与员工自身发展的要求
相结合袁 把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与加强企
业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和把维护
广大员工利益与关注特殊群体相结合等
野四个结合冶的要求遥

厂四届工会常委尧委员袁二级工会负
责人袁群工办负责人尧女工干部尧厂工会
机关全体干部以及先进单位尧 集体和个
人代表百余人参加了会议遥

渊本报记者 王虞/文 张义/摄冤

贵州铝厂工会召开 2007年工作会议

本报讯 历时 6 个月袁氧化铝厂烧结法赤
泥快速分离攻关改造全部完工袁 进入试车阶
段遥 3月 15日袁该厂周密部署试车准备工作袁
以确保带负荷试车成功遥

烧结法赤泥快速分离技术项目从立项到
投入产业化生产袁历时 4 年多遥 2005 年 7月
投入氧化铝生产袁 实现了烧结法赤泥
的快速分离袁其工艺技术条件尧设备自
动化程度以及各项技术指标得到了优
化遥但受工况条件影响袁工业化生产存
在不少问题遥 2006 年 5 月袁该厂从工
艺流程尧控制系统等方面进行攻关袁先
后完成了离心机喂料泵与进出口管道

安装尧离心机电气系统改造与安装尧离心机控制
系统编程与安装调试尧 电气仪表改造遥 今年 2
月袁该厂按计划完成了试车方案尧操作规程的修
改完善袁以及操作人员的培训遥 目前袁该厂正抓
紧做好各项试车准备工作袁确保投料试车成功遥

渊姜文卓冤

氧化铝烧结法赤泥快速分离攻关改造完工

本报讯 3 月 16 日袁贵阳市尧白云区尧修文县安
监局组织辖区内地方矿山企业负责人袁 由贵阳市安
监局负责人带队袁 在分公司安环部相关部门负责人
的陪同下袁到第一铝矿银厂坡井下参观学习遥

一矿副矿长周大江陪同参观人员深入到井下各
工作面袁仔细观看了井下作业尧设备运输尧工作环境袁
介绍了自银厂坡矿开工建设以来的投资尧 安全防护
措施尧采掘方式等情况遥 在听取介绍和实地参观后袁
市安监局领导表示袁 回去后要组织地方矿山企业负
责人袁认真学习和借鉴银厂坡的管理方法和经验袁把
安全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曰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进一步规范地方矿山企业的管理工作袁 提升矿山
企业管理水平袁确保实现安全生产袁推动地方矿山企
业稳步健康向前发展遥 渊陈凤鸣冤

市、区、县安监局组织地方
矿山负责人到一矿参观学习

本报讯 近日袁白云区残联到工贸华光服装厂袁
看望慰问了该厂残疾职工刘磊遥

白云区残联有关负责人亲切询问刘磊的家庭情
况袁鼓励他要在企业的关心和帮助下袁自强自立袁奋
发图强遥 在得知刘磊在服装厂工作舒心袁生活幸福袁
平时除在服装厂做些零活袁 还用自己的绘画特长美
化厂区时袁区残联有关负责人高兴地说院野生在贵铝袁
还真是有福遥 工贸安置的 40多名残疾职工袁我们经
常了解袁也比较掌握他们的情况袁个个看起来家庭生
活尧精神面貌都很好袁看来袁和谐贵铝的建设袁还真不
是一句空话遥 冶 渊龚凤凌冤

区残联慰问工贸残疾职工

本报讯 近段时间袁 热电厂发电量持续走高袁于
3 月 11 日达 到了历史最高峰要要要发电日产达
1468585度袁刷新了历史纪录袁为降低分公司成本又
立新功遥

热电厂相关单位表示袁 日发电量创新高主要原
因在于锅炉的平稳供汽和汽机带负荷能力的提高遥
由于计划性检修袁日常维护做得好袁热电厂 11 台锅
炉 尧8 台汽轮机组均状况良好 袁 设备备用率达到
100%遥 在近期煤质不好的情况下袁锅炉方面尽量合
理配煤袁及时清理结焦袁煤质问题没有影响到供汽遥
供汽的正常稳定给发电高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遥此外袁氧化铝生产势头好袁用汽量大袁热电厂在汽
轮机组工作方式上坚持机组优先带负荷的原则袁加
上新系统高加四段抽汽的投运袁 汽机带负荷能力大
大增强袁以及调度的正确协调袁员工的精心操作都是
发电日产破纪录的有力注脚遥 渊肖荣丽冤

热电厂日发电量刷新历史纪录

本报讯 3 月 14 日袁 碳素阴极石墨化炉关键设
备要要要重达 105吨的大型变压器袁 在参与施工各方的
精心组织和努力下袁顺利完成运输尧吊装遥 它的安装成
功标志着石墨化炉近期即可投入试车运行遥

碳素阴极石墨化技开项目是贵州分公司重点技开
项目之一遥 石墨化阴极制
品可有效提高电解槽产能
和使用寿命袁降低电耗袁并
能减少电解槽内衬的排
放袁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袁
具有广泛的工业应用前
景遥为早日完成此项目袁分
公司领导和相关部室给予
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遥

石墨化炉设备安装的
重点和难点是 105吨的变
压器运输和吊装遥 该设备
面积宽尧 重量大袁 安装要
求高袁 再加上安装现场复
杂袁 给设备的运输尧 吊装
带来很大困难遥 为了确保
此大型变压器顺利安装袁
汽车公司尧 碳素厂和二十
三冶共同制定了完善安装
方案遥

3 月 14 日袁汽车公司
特种队队长李知福操作

130 吨吊车袁与两台 50 吨大型吊车配合袁将设备从猫
山仓库装车并安全运抵安装现场遥在安装现场袁施工人
员精心协作袁 顺利完成了碳素阴极石墨化炉 105吨变
压器的运输尧吊装任务遥

渊李智 陈波/文 陈波/摄冤

碳素石墨化炉 105吨变压器安装成功

本报讯 近日袁 贵州
分公司召开了二尧 三系列
烟气净化系统改造准备
会袁 研讨二三系列烟气净
化系统改造方案袁 部署改
造前准备工作遥

该厂二尧 三系列烟煤
气净化系统建于八十年
代袁 由于设计存在缺陷袁
且使用年限已长 袁 导致
二尧 三系列东头烟气收尘
净化效果下降遥 四系列投
产后袁 烟气排放压力进一
步增大遥
为进一步提高烟气净

化效率袁 贵州分公司决定
对二三系列烟气净化系统
进行改造遥为此袁电解铝厂
成立了二三系列烟气净化
系统改造领导小组袁 并专
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此项
工作遥会上袁该厂工程技术
人员对新除尘系统的相关
技术参数进行了研讨袁提
出了改造方案袁 部署了改
造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遥

渊杨 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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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9日袁职工医院体检
中心袁 正式开始为贵州分公司员工进
行健康体检袁 拉开了中铝贵州企业员
工两年一次体检工作序幕遥

厂和分公司领导坚持以人为本袁
非常关注员工的健康状况袁 十分重视
两年一次的员工体检袁 要求职工医院
认真抓好此项工作遥 职工医院领导对
体检工作高度重视袁 事前做了细致周

到的安排袁 在保证正常医疗服务工作的
同时袁 抽出精干力量确保体检工作按计
划进行遥

据悉袁根据职工医院安排袁男职工及
未婚女职工在医院本部进行体检袁 已婚
女职工在卫生服务中心体检遥 体检工作
开始当日袁医院领导来到体检现场袁巡视
检查体检工作的开展情况遥

（陈德凤）

职工医院为员工体检工作正式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