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何贵姣）为加强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平
果铝第一幼儿园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于 11月 22日

正式开通。网站内容丰富，版块新颖，生动的介绍了

一幼的园景园貌、幼儿的特色展现、家园互动等。通

过网站，家长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各班级的最新

公告，以及教学安排；进入班级论坛可以参与讨论幼

儿学习与生活，观看幼儿精彩视频与相册等；网站首

页还提供了幼儿一周的详细食谱，让家长对幼儿在

学校的进餐情况有所了解。

一幼网 站开通

本报讯(欧 健)11月 17日，带着职工的一片

爱心，运输部企业文化科一行 4人来到田东县作

登瑶族乡平略村，代表本部职工向该村捐送了一

批旧衣物。时值入冬之际，小小的爱心活动给山区

人民带去了浓浓的温情。

自年初开展向作登瑶族乡初中捐赠活动之

后，运输部领导十分重视爱心活动的后续开展工

作，11月 10日，运输部下发了关于向贫困山区捐

送旧衣物的倡议书后，短短一个星期，便收到职工

自发捐送的衣物一千余件。大家纷纷表示，为山区

人民奉献爱心是一件很快乐而自豪的事情，并希

望每年都能开展类似的爱心活动。

当随行人员与小学教师一起将衣物分发给当

地村民的时候，现场洋溢起一片和谐温馨的氛围，

人们以特有的纯朴和微笑对到场的爱心人员表达

了他们的谢意。临走之际，爱心代表还自发地给一

名贫困学生送去了慰问金，并鼓励她好好学习。

运输部

千余件衣物送给贫困山区本报讯（黄永按）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员工消防
意识和消防技能，根据《中铝广西企业 2007 年

“119”消防宣传周活动方案》。11月 16日上午，各单

位安环科人员、机关部室安全员（联络员）在新华球

场参加由两公司共同举办的消防器材使用维护专

项培训。

培训活动中，消防队副队长韦景星就灭火器、

消防栓、消防水带、消防砂等常用消防器材使用、检

查、维护知识进行了讲课。分公司安环部安环科科

长帅国华在现场组织技能过硬的消防队员参与演

示。参训人员顶着烈日认真听课，积极参与各种器

材的演示，现场井然有序，达到了培训的预期目的。

两公司

举办消防器材专项培训

本报讯（贺舰灵 史会贞）11月 14日下午，平
果铝医院工会与内科联合在院六楼会议室举办糖
尿病病友联谊会。28名糖尿病患者和相关医务人
员参加联谊会。
联谊会由医院副院长方志杰主持。会上，内科

糖尿病专科护士刘吉梅和内科主任史会贞分别作
了题为《糖尿病教育》和《糖尿病综合治疗》的健康
知识讲座。讲座结束后，进行了互动座谈，内科医务
人员与患者对一些新的防治观念进行了交流和探
讨，整个场面气氛活跃融洽。

此次活动还为前来参加联谊会的 28名患者测
量了血压和免费发放《真诚为糖尿病患者服务》和
《糖尿病的饮食治疗》疾病防治宣传手册 60余份。
活动的开展得到广大患者的好评，大家希望今后医
院经常开展此类联谊会。

平果铝医院

举办糖尿病病友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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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中铝广西企业按照中铝党组的通知
要求，掀起了学习十七大精神的热潮，并注重把学
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和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
来，广大干部员工争做学习、理解、宣传、贯彻党的
十七大精神的楷模，争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
先发展的工作楷模，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中铝广西企业两公司领导班子坚持带头学
习，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在推进各方面工作开展
上下功夫。党委书记刘永刚同志带头研读十七大
报告，联系实际撰写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党课
教材，第一个走上讲台为党员干部讲课。十七大闭
幕一个月来，中铝广西企业两公司班子成员、党委
成员通过集中学习研讨、撰写学习心得体会等形
式积极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目前，广西企业两公
司中层以上干部撰写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学习
体会共五十多篇。

为组织好中铝广西企业干部员工的学习活
动，平果铝业公司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在第一时间
就征订好了学习党的十七大的辅导读本，如《十七
大报告辅导读本》、十七大新修订《党章》、《党员干
部党章学习读本》等，及时发到各二级党委和党员

手中，为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做好
了充分准备。中铝广西企业各单位根据公司党委
的安排部署，精心制定符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的
学习计划与安排，认真组织好党的十七大精神的
宣传学习活动。充分利用集中学习、上党课、专题
辅导讲座、讨论会、简报、板报、写学习心得体会等
学习载体，以推进工作、促进发展、构建和谐为目
标，深入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活动，快速
将党员干部及员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七大精
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完成十七大提出的
各项目标任务上来，积极营造了一个勤奋学习、努
力工作、创造业绩的浓厚的学习氛围。

在矿山部，为了方便职工学习，矿党委专门安
排收集整理了一些关于党的十七大的学习资料，
通过电子文档和纸质文件的形式下发给职工供学
习参考。这些资料主要包括《十七大报告》、十七大
报告解读相关文章、公司领导和各二级单位领导
结合公司的实际撰写的学习十七大精神的心得体
会文章等，深受广大职工欢迎。矿山部党委坚持学
习联系实际，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在组织的多次
学习活动中，结合铝土矿资源获取和保护、节能减
排、三期人员培训、生产组织优化、企业和谐稳定

及周边协调等方面展开学习讨论，集思广益，推进
工作，实现矿山又好又快的发展。

在氧化铝厂，厂党委对党委中心组、党支部和
党员个人自学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内容、纪律、时
间、频次、撰写心得体会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为
每一位党员发放学习笔记本专门用于学习十七大
精神的相关记录。在各层次的学习活动中，氧化铝
厂员工将学习十七大精神与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
来进行学习讨论。学习中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广西
分公司实施的标准量化管理和进行大班组整合改
革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势在必行。在改革的关键时
刻，党员和干部要带头落实分厂的各项安排，做好
职工的思想疏导工作，顺应改革潮流，为保持分厂
和车间生产的连续、稳定、高效的良好态势，发挥
积极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在本职岗位上充分体现
党员的先进性，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在电解铝厂，厂党政领导带头学习和撰写学

习十七大的学习体会，全厂三十多位副科级以上
干部每人充分结合自己的岗位和所从事的实际工
作，比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节能减排、科技进
步、以人文本、安全管理等，从如何落实十七大精
神，如何用十七大的精神来指导工作、促进发展、

有何措施来谈，撰写出了一批较高质量的学习体
会，为推进学习贯彻十七大活动的深入开展起到
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在碳素厂，党委加强学习的组织领导，科学合

理安排学习时间，确保学习和工作“两不误，双促
进”，做到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人员、学习效
果“四落实”，学习情况有记录。截至 11月 20日，
厂党委 7个支部，平均每个支部组织学习、讨论十
七大报告内容 3次以上，全厂每个班组组织学习
达到 3次以上，参加人数约 1500多人次。各支部
还充分利用黑板报这个宣传阵地，大力宣传十七
大精神。7个车间共出了 14块专题宣传十七大的
黑板报，深受职工同志们的欢迎。
在生活服务公司，通过书记讲党课等形式的

学习活动，把十七大报告的精髓与灵魂原原本本
地灌输给每一位党员和干部群众。在各种形式的
学习讨论中，生活服务公司干部职工联系实际，就
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为企业生产服务、为职
工生活服务，建设和谐企业、建设和谐社区展开热
烈讨论。生活服务公司围绕氧化铝三期工程进一
步做好生产现场职工膳食服务和通勤服务等工
作，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罗国华）

学习活动有声有色 联系实际亮点突出
———中铝广西企业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推进

本报讯（黄永按 姚明全）11月 15日下午 5
时，保卫部保卫人员在平果铝大桥底下将三名抢
夺贼抓获。

当天下午 3时许，保卫二科保卫人员在生活
区内巡视，巡到大桥底时，发现三名形迹可疑男
青年在雷感污水处理站旁凉亭处东张西望。巡逻
人员根据工作经验，立即锁定目标。杨曲蒙部长
了解情况后立即要求保卫二科领导组织人员进
行布控。5时 15分左右，一名老太太从雷感向大
桥走时，三名可疑人员相互使了一下眼色，其中
一名嫌疑人便向老太太靠近，并向老太太耳朵部

位伸手夺走耳环。说时迟那时快，在周围潜伏的
保卫人员当场将作案人员和放风人员一举抓获，
并在其身上搜出两把管制刀具。与此同时，耳朵
流血受伤的老太太被那豆派出所警车迅速送往
医院治疗。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潘某、曾某、曾某某，分
别为 16岁、22岁、24岁，均系广西武鸣县人，对
实施抢夺行为供认不讳，还供出了在南宁市朝阳
路一带实施的三起抢劫案。此案已移交铝城公安
分局作进一步审查。

保卫部抓获三名抢夺贼

本报讯（黄永按 杨再峰 黄承弟）11月 16
日上午 8时许，在厂区二号门岗，经警人员在例
行检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上坐在后面的男青
年紧抱着开车的男青年，在盘问时，两人神态紧
张，经警队员见有异常，即刻示意靠边停车检查，
结果在开车的男青年腰间搜出两块重约 30斤的
铝母线头。经厂区保卫科调查，两名男青年供认
在七冶工地盗取，另一名在工地接应的男青年随
后也被带到保卫科，他们均为七冶临时雇用民
工。

又讯 16日晚 22时许，经警中队、厂区保
卫科联合巡逻小组在七冶围墙一带巡逻时，发

现两名男青年翻爬围墙进入厂区，巡逻人员见形
迹可疑，便展开布控，在围墙一带进行潜伏。11
月 17日凌晨 3时许，体态特征和翻爬进入厂区
极为相似的两名男青年推着摩托车进入潜伏人
员视线。由于不能确定是脏车，巡逻人员欲靠近
询问时，做贼心虚的两名男青年见情况不妙便丢
车逃窜，在追赶中抓获一人，另一人于当天上午
在家中被抓。经初步调查，潘某，23岁，潘某某，
21岁，均系平果县果化镇永定村人，供述了其在
煤气厂办公楼后面停车棚盗窃的犯罪事实。此
案已移交铝城公安分局作进一步审理。

偷铝母线者被查 窃摩托车者被擒

本报讯（黄永按 黄承弟）11月 22日凌晨 5
时 40分左右，经警中队巡逻人员在氧化铝三期
分解槽工地，抓获一名在氧化铝焙烧车间工地偷
盗电线的男子，缴获铜电缆线约 80斤。

据悉，凌晨 4时许，在氧化铝三期分解槽工
地潜伏的经警人员发现围墙外有人探头往厂里
东张西望。职业的敏感和责任心使经警人员坚持
在围墙边简易公路一带潜伏守侯。6时许，身上
背着东西的可疑男子进入潜伏人员的视线，两名
经警人员立即叫其停下检查，该男子不但不停，
反而加快速度向热电厂方向逃窜。经警人员快速

出击，追出约 20米远便抓住背在身上的电缆线，
此时该男子仍挣扎摆脱，边跑边威胁经警人员不
放他走，他就自杀，当经警人员将该男子制服时，
该男子捂着肚子呻吟，原来该男子见跑不掉，在
挣扎时已经将火机吞到肚里。随后赶到的经警人
员马上将其送往平果铝医院救治。

经初步调查，嫌疑人胡某，32岁，贵州人，原
七冶聘用民工。此案已移交铝城公安分局作进一
步调查。

经警人员夜间擒贼

本报讯（孙庆生）11月 19日至 11月 27日，
在公司生产运行部的统一协调部署下，煤气厂配
合氧化铝进行停气检修，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此次检修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进行 PLC 技
改、软化水技改循环水管道的碰接和排送车间煤
气回流阀门、循环水阀门的更换，以及 5号、6号、
7号捕滴器 2号出口阀的换型改造，造气片区各
跨管的检查清理等工作，分别由十二冶、七冶、二
十三冶、检修厂、运输部和煤气厂承担。

为确保检修的顺利进行，煤气厂将“三预管
理”落实到工作之中，于 10月上旬召开了检修项
目平衡会，并组织相关单位落实检修项目及所需
的材料和备件。职能科室 11月 2日前编制完成
了《停气检修进度表》及《检修安全方案》，并下发
到各岗位组织学习。厂领导高度重视检修过程中
的安全工作，对安全方案的学习，防护员的现场
监护，以及各相关人员的配合工作均提出了具体
的要求。

在生产运行部、装备能源部、安全环保部及
全厂员工和各参战单位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从 19

日起，每天的工作均按照检修进度顺利进行。至
27日上午，启动 7号排送机恢复氧化铝二焙烧供
气。随着用户的点火用气，煤气厂圆满地完成了
此次停气检修任务。

煤气厂圆满完成联合停气检修任务

图为检修现场 （黄智 摄）

本报讯（郑斌 杨应尧）22日上午 9时, 随着
601 号、526号槽氟化铝料箱缺料自动报警灯的闪
亮，标志着电解槽氟化铝料箱自动报警装置改造试
验取得初步成功。
随着电解铝厂“三度寻优”试验的不断推进，“三

度寻优”系统本身对氟化铝添加提出了更高要求。为
了防止电解槽氟化铝料箱缺料使“三度寻优”系统产
生误记录，电解铝厂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安
装氟化铝料箱缺料自动报警系统。这一系统不但防
止了“三度寻优”系统由于料箱缺料产生误记录，还
将大大减轻了现场职工检查氟化铝料箱是否缺料的
劳动量甚至取消该项检查工作内容，只要报警器报
警，现场只需及时往料箱里添加氟化铝即可，减少了
原来检查时需要人工亲自爬上爬下电解槽来回检
查，同时也降低了该项作业的安全风险。

电解槽氟化铝料箱缺料自
动报警装置试验效果良好

本报讯(李诗琪)近日，平果铝第二幼儿园开
展了为期一周以“迎奥运”为主题的亲子活动，全

园 400多名幼儿及幼儿家长积极参与。

此次活动共设置 13个项目的亲子游戏，活

动内容丰富，生动有趣，既有孩子自己的活动，又

有父母共同参与的亲子互动，整个活动现场，人

声鼎沸，热闹非凡，井然有序，到处洋溢着活力，

渗透着快乐，充满着阳光，真正体现了亲子活动

的互动性、趣味性、过程性、科学性。

二幼开展亲子活动

本报讯（罗忠庆）近日，热电厂三期工程的煤
场建设已经进入了安装的繁忙时期，“巢”型干煤
棚也已进入关键的安装阶段。

该工程是由露天煤场和干煤棚两部分组成
的，它改变了过去钢筋水泥柱和水泥板结构的棚
型煤场，而采用了纯钢管、钢柱结构的棚型煤场，
其形状也如“鸟巢”型。它是一项艰巨而壮观的项
目，是热电厂标志性建筑物之一。该项目在相关部
门的协作下，做好统筹兼顾，进行区域分段施工。
在有限的场地和空间里，加班加点进行制作和安
装，目前，该项目的安装工作已接近尾声，预计将
于 11月底完成钢架的连接。

热电厂

三期干煤棚场开始“筑巢”

本报讯(江治）11月 23日下午，生产运行部党
支部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一行 14人到平果
县马头镇敬老院开展献爱心活动。给每位老人送
上了一袋营养品和一双袜子，并捐赠了象棋、跳
棋、扑克等娱乐用品各 10副，价值共计 1058元。
党支部的献爱心活动得到了敬老院各位老人和工
作人员的欢迎和好评。

生产运行部党支部

到马头镇敬老院献爱心

铝城警讯

爱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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