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黄志勇 邓小英）危难之时情义重。1月
26日正值双休日，早上 ８时，供应部经理颜涛、副经
理程先洪接到贵州分公司紧急请求和总部供应部的指
示：贵州分公司因冰雪灾害停电，电解槽全部停槽，氧
化铝粉没有包装袋装，立即调运氧化铝包装袋到贵州
分公司。接到通知后，他们在做好各种紧急物资采购的
同时，要求材料科立即落实好 30000条氧化铝包装袋
并组织发货至贵州分公司。

材料科曾建军组织人员兵分两路立刻行动起来，
一路赶赴新达实业公司编织袋厂、平果县恒达包装袋
生产厂家组织货源；因分公司货运汽车此时均在外地
抢运急需原材料，所以另外一路到县城联系汽车。

上午 11时，货源已落实好，新达实业公司编织袋
厂为贵州分公司提供了 13000条包装袋。由于贵州方
向的公路已全部封路，联系好的汽车均不愿意跑，汽车
联系情况不理想。颜涛与销售部龚家友联系安排人员
去火车站申请火车车皮计划。在火车车皮极度紧张的
形势下，供应部、销售部、配送部、运输部有关人员以最
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通力合作，从到铁路落实车皮，
组织货源到站台，安排人员装卸等，将三个车皮共
17060条氧化铝包装袋装好。当晚 23时 50分左右，运
输部机车载着三车氧化铝包装袋送到柳局
那厘火车站，装上火车运往贵州分公司。

本报讯（温德华）3月 6日，实业公司碳素制品厂接到了来
自越南铁合金用户 150吨密闭糊产品的订单。继今年元月 2
日发往越南第一批密闭糊 101.86吨“黑蚂蚁”牌电极糊后，该
产品再次走出国门。

今年以来，碳素制品厂通过狠抓内部管理，提高产品质
量，获得了用户的青睐，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黑蚂
蚁”牌电极糊产品不但畅销区内外，还成功走出了国门，拓宽
了销售渠道。

“黑蚂蚁”牌电极糊外销越南

本报讯（黄韦庆）今年元月以来，罕见的持续低温多雨天
气使得平果铝绿化树木受到不同程度的冻害。生活区共有 15
种树木受到伤害。红花参、大王椰、扶桑、散尾葵等耐寒能力差
的树种冻伤率几乎达到 100%，人面果、垂叶榕、木指甲等树种
部分冻伤，共冻伤各类乔灌木 3489棵，盆花 127盆。

近两周天气有所好转，绿化队迅速展开了对冻伤树木的
紧急抢救工作，力争将树木冻害损失降低到最低。对冻伤较严
重的红花参、木菠萝、木指甲等植株实行整株修剪；对垂叶榕、
扶桑等部分枯枝枯叶植株采取剪除枯枝、摘除枯叶的处理办
法，以减少树体水分的消耗；对冻害较轻的大王椰等植株在萌
芽前侧枝短截更新，以促发新稍。同时，绿化队还为植株追施
复合肥、灌根，争取尽早使受害植物恢复生机。

低温阴冷天气 树木冻伤严重

绿化队紧急抢救冻伤树木

检修厂 36名职工支援灾后重建
2月 28日，中铝广西企业贯彻中铝灾后

重建视频动员会议结束后，分公司总经理瞿
向东、党委书记刘永刚特地召集检修厂领
导，部署派遣队伍前往贵州分公司支援灾后
重建的有关事宜，并强调在确保本单位电解
槽检修实力的基础上，要派出优秀的专业队
伍和最好的设备支援贵铝灾后重建，高标准
严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好援助工作任务。

此次支援工作，检修厂需要自带各种生
产物资，帮助修复贵铝 80台电解槽。接到任
务后，检修厂快速行动，做好赶赴贵铝支持
灾后重建的各种准备。生产副厂长乔贵林、
筑炉车间主任强红江作为“先头部队”连夜
赶赴贵铝与公司副总经理刘保伟会合，实地
了解情况；筑炉车间列出所有大型机器设备
清单，检查准备各种小型工器具；大修、电
修、检修车间检查维护切砖机、搅拌机、空压
机等大型机器设备；铆焊、金工车间负责喷
火加热枪的加工制作。大家以“中铝一家
亲”的亲情，以“质量就是生命”的责任心，从
28日下午 4时开始，一直奋战到凌晨两点
钟，圆满完成了所有生产设备的加工制作和
工具设备的维护检修工作。

3月 1日清晨，检修厂派往贵州铝厂支援
灾后重建的 36名职工踏上征程。临行时，支

援队伍成员纷纷
表示：将用自己精

湛的技术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贵州分公司
灾后重建的战场上，展现出广西分公司检修
队伍的风采，树立广西企业的良好形象。

（杨才强）

人员和设备运送任务圆满完成
为了将支援贵铝人员安全送抵贵阳，平

果铝业公司经理黄振彬要求生活服务公司
一定要保证行车安全。客车队提前对车辆进
行了技术条件检查和保养。3月 1日早 8点，
承担修槽任务的 36名检修人员登车启行。
生活服务公司副经理李长忠、客运车队队长
竺学干亲自上阵操盘。在前往贵州分公司的
漫长路途中，“支援车队”得到了沿途相关单
位的大力支持，免交了一切过路过桥费用。
一路上，车辆中速行驶，于当晚平安到达目
的地。

3月 12日，运送启动槽的电解铝厂支援
人员时，天气较差，行驶难度加大。客车队派
出了荣获公司先进的优秀驾驶员周泽会负
责开车，车队副队长李云四跟车。进入贵新
高速公路后，雨大路滑，路上设置了密集的
减速带。该路段 180公里的路程，行驶了 4
个多小时。最终，在慢速安全行驶下，支援人
员于当晚 10点多钟送达贵铝。

承担运输设备任务的运输部接到任务
后，调集精兵强将，派出汽车一队三台长途
运输车到检修厂筑炉车间做好支援设备的

装车准备，并于当晚 7点顺利完成了两台重
7.5吨的混捏锅及一台空压机的装车工作。

3月 1日上午 8点，运输部副主任田勇
带队的支援设备车辆出发。经过 14个小时
的长途跋涉，车队顺利抵达贵铝。（叶梓 邓
时坤）

电解铝厂 30名职工赶赴贵铝
3月 12日早上 7时 40分，电解铝厂派

往贵铝支援灾后重建的 30名职工出征。
出发前，瞿向东在车上动员职工们要团

结协作，艰苦奋斗，注意安全，服从兄弟单位
的管理，把良好的技术水平、作业技能和过
硬的作风展现出来，为贵州分公司的灾后重
建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为广西企业增光。

2月 28日，广西企业贯彻中铝灾后重建
视频动员会议结束后，电解铝厂厂领导立即
对支援灾后重建的工作做安排，随时听从公
司的调遣。3月 11日下午接到次日出发的通
知后，电解铝厂立即组织支援灾后重建的 30
名职工召开动员会。厂长唐骞对员工们提出
了细致的工作要求，号召大家团结协作，出
色地完成援助任务。

30名支援队伍成员纷纷表示：一定以大
局为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精湛的技术，
支持贵州分公司的灾后重建工作。（喻卉）

广西企业大力支援贵铝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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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桂霞）3月 14日下午，中铝广
西企业 400 多名干部职工聚集在工人文化
宫，他们代表两公司广大职工倾听公司党委
开展“四好”领导班子建设的情况报告和七
位公司领导述职述廉报告，对公司领导班子
和七位公司领导人进行满意度民主测评。

2005年初，中组部和国资委做出了在国
有企业开展“四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的决
定，中铝公司党组于当年 6月下发了创建活
动的实施意见，中铝广西企业制定了创建活
动实施细则。

在民主测评会上，公司党委书记刘永刚
代表公司党委作了工作报告，介绍了公司党
委在开展“四好”领导班子建设中所作的工

作、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2005至 2007
年，中铝广西企业按照“立足‘四好’标准，突
出能力建设，努力打造求真务实、团结和谐、
勇于开拓创新的坚强领导集体”的创建工作
目标，不断完善教育机制、用人机制、监督机
制、管理机制、考核机制，按照“政治素质好、
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的要
求，不断提高领导班子的学习力、创造力、执
行力、凝聚力和竞争力，使生产任务全面完
成，经营管理业绩年年创优；使领导班子科学
决策的能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能力、改革
创新科学管理的能力、培育先进文化构建和
谐企业的能力、团结协作自我完善的能力、落
实社会责任的能力、率先垂范廉洁从业的能

力明显增强。通过开展这一系列有效的创建
工作，使“四好”领导班子创建工作取得了丰
硕成果。

会上，瞿向东、黄振彬、刘永刚、刘保伟、
程运材、刘晓辉、李兵七位公司领导先后述职
述廉。与会的干部职工代表填写了无记名测
评表，对公司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进行了满
意度测评，履行了职工代表的使命。

通过召开专题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民主
评议公司领导班子，在平果铝的历史上尚属
首次。其目的在于将公司领导干部的建设置
于广大职工的监督之下，以提高领导班子的
管理能力，为中铝公司创建世界一流的多金
属国际化矿业公司，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

职工代表民主测评中铝广西企业领导班子
本报讯（唐星善 谭金玉）3月 10日，经中国专利奖评审

委员会评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授予中铝广
西分公司“拜尔法赤泥基质改良技术”发明专利，该专利还荣获
了第十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中国专利奖是我国惟一的专门对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给予奖励的政府部门奖，得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可，并在国
际上有一定影响。国家知识产权局每两年举办一届中国专利奖
评选活动。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第十届中国专利奖，共有
15项发明获金奖，144项发明获优秀奖。
“拜尔法赤泥基质改良技术”主要致力于改变赤泥堆场环

境，通过解决植物生长基质问题，优选与之相匹配的速生植被
品种，实现赤泥堆场边坡的快速绿化，获得赤泥堆场边坡植被
护坡的良好效果。该技术首次实现了我国赤泥堆场的生态修复
与建设环境友好型生产管理模式的企业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具
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中国铝工业消除赤泥污染和
技术输出奠定了基础，是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造福后代
的一项科学发明。应用该发明成果，分公司赤泥堆场坡面植被
覆盖度达到了 90%以上的良好效果。

本报讯（马雁飞）3月 7日下午，公司工会在工人文化宫广场
举办了迎“三八”体育比赛，共有 500多名女职工参加了活动。

体育比赛内容有踢键子、跳绳、呼啦圈三项。比赛过程热闹非
凡，精彩纷呈，观众和啦啦队的加油声此起彼伏。经过激烈角逐，
踢键子、跳绳、呼啦圈冠军分别由动力厂、生活服务公司、电解铝
厂夺得。

除了举办体育赛事外，公司工会还在宣传橱窗栏展览了各单
位女职工岗位风采图片，展示了上年度荣获先进女职工单位的公
司工会女工部、平果铝医院、中心试验室、配送部、保卫部、煤气厂
6家单位的女工风采图片。此外，各二级单位也开展了各式各样
的活动欢度节日。如检修厂召开了职工家属代表答谢会，矿山部
开展了联欢会，碳素厂举办双脚跳远、呼啦圈等体育活动，热电厂
为女职工购买了“健康读本”等。

本报讯（徐立其 江治）3月 12日下午，分公司企业管理研究
会在会议中心视频会议室召开了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公司总经
理瞿向东、副总经理刘保伟和来自各单位的会员共 30多人参加
了交流会。
会上，蒙建德介绍了碳素厂管理精度预测控制模型的经验，

物资配送部肖华龙介绍了外购石灰随机取样法，与会会员对本单
位的管理经验进行了交流。

瞿向东总经理充分肯定了碳素厂和物资配送部取得的管理
经验，并指出要充分发挥企业管理研究会这个分享交流管理经验
的平台，提高会员的管理水平。他希望通过多开展经验交流这样
的活动，让厂长经理们多思考改进工作的方法，逐渐向职业经理
人转型。

3月份是“全国职工节能减
排活动月”，公司工会在各单位
开展以“我为节能减排作贡献”
为主题的系列竞赛活动。3月 12
日，竞赛活动之一的板报展评在
工人文化宫前进行。

两公司 12 个二级单位工
会及氧化铝厂计控车间、动力
厂电检车间等 11 个车间的 23
幅板报参展。此次参展板报内

容丰富，图文精美，宣传了企业
节能减排的目的意义和面临的
形势，阐述了开展节能减排与
落实科学发展观、共建和谐企
业的关系，介绍了家庭节能、办
公室节能的办法，总结了节能
减排的新技术，取得的新成就。

经评比，运输部、分公司机
关、碳素厂所送板报获一等奖。

（陈亚宁/文 马雁飞 /图）

分公司一项发明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公司工会开展“节能减排”板报展评活动

公司“三八”节活动丰富多彩

分公司召开企业管理研究经验交流会

本报讯（邓玲玲）中铝广西企业三月学雷锋系列活动之一的
“三下乡”活动，3月 1日在公司团委的组织下在平果铝业公司的
帮扶对象———新安镇龙越村顺利开展。
此次“三下乡”活动共有 40余名青年志愿者参与，由医疗服

务队、家电修理队、义务理发队和一寸照免费拍照队组成。活动
中，为当地群众临时就诊 45人，送出价值 800元的药品；修理电
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 20件、自行车 17辆；理发 20人；照半身
相 200张。通过开展此次活动，为龙越村的村民送去了健康知识
和科学技术，也把中铝广西企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公司团委开展“三下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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