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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公司院
本报讯渊王艳冤苑 月 猿员 日下午袁生活服务

公司在湘铝宾馆召开首届二次股东代表大
会袁公司 猿员 名股东代表和办公室人员参加了
会议袁副经理陶理主持了会议遥

会上袁公司经理李剑清作了题为叶夯实基
础袁谋求发展袁团结进取 袁为我们能生存下来
而努力奋斗曳 的行政工作报告遥 报告总结了
圆园园远 年上半年生活服务公司在生存环境非常
艰难的情况下袁 各部门在抓紧现有创收渠道
的基础上袁大力开拓市场袁捕捉每一个细小的
经济增长点袁确保了上半年职工工资的发放袁
特别是快餐和物业管理袁 经过全体职工的努
力和勤奋工作袁 经受了湘铝公司职工和家属
的检验袁基本上度过了摩合期袁逐步迈入了正
轨遥 下半年的工作对生活服务公司来说袁更是
一次严峻的挑战院 公司既无国营企业的保障
机制袁又无民营企业灵活的市场机制袁还面临
湘铝公司的改革改制直接冲击遥 面对困难袁公
司一定要坚持 野取信于湘铝袁 取悦于湘铝职
工冶的服务宗旨 袁将现有的创收点夯实 袁在新
的形式下袁各部门尧班组必须有新的工作思路
和举措袁确保下半年的工作稳步推进遥

党支部书记曾湘钢在会上传达了湘铝公
司二届五次职代会会议精神袁 强调了湘铝公
司领导对生活服务公司各方面工作的理解 尧
支持和肯定遥 她表示袁生活服务公司全体职工
应该不辜负湘铝公司领导和职工的期望袁将
工作做细尧抓实袁确保服务更上一个新台阶遥

本报讯渊生服冤苑 月 圆愿 日上午袁 生活服务公司物业部在维修小组举
行一次岗位练兵要要要电工岗位练兵遥

比赛分应知和应会两部分袁六名电工以严肃尧认真的态度参加了理
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袁经过一上午的紧张角逐袁老师傅李永平以理论和实
际双获第一的成绩稳登冠军宝座袁贺平波尧唐沁获得二等奖遥

氟化盐厂院
本报讯 渊陈坤 冤愿 月 圆 日下午 袁氟化盐

厂在娱乐城舞厅召开第二届四次职工代表大
会袁远源 名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遥

厂党支部书记曾湘传达了公司二届五次
职代会精神袁 厂长唐功明作了题为 叶众志成
城袁攻坚破难袁确保完成全年工作任务曳的行
政工作报告曰上半年袁在原料供应紧张且质量
低下尧生产断断续续尧改革压力大等多重困难
的夹击下袁氟化盐厂坚持从严治厂袁突破管理
上的薄弱环节曰 转变观念袁 抓住制酸消耗降
低尧氟化铝产能提高尧远 号炉达标达产这三个
重点袁力克困难袁抓住生产时机袁较好地完成
了生产任务遥下半年主要的措施是院以节约降
耗为目标袁以制酸生产为重点袁搞好下半年的
生产曰切实抓好设备管理袁当好生产后盾曰以
安全生产为重点袁以劳动纪律为突破口袁加强
日常管理工作曰 做好改革改制形势下的思想
政治工作袁稳定职工队伍遥

公司党委书记曹琼华到会并作了重要讲
话遥

新产品公司院
本报讯渊成玲 冤愿 月 猿 日下午 袁新产品公司

在娱乐城召开二届四次职代会袁源猿 名职工代表
参加了会议袁公司经理彭颂生做了叶坚定信心尧
团结拼搏袁为实现下半年方针目标而努力奋斗曳
的行政工作报告遥 在总结回顾上半年工作的基
础上袁 对下半年的主要奋斗目标和工作安排进
行了具体部署遥

新产品公司下半年的主要任务是院员尧 以市
场为导向袁以资金为重点袁努力提高销售利润袁
抓好营销工作袁 争取下半年销售多品种完成既
定目标遥 圆尧坚持生产围绕市场转的原则袁扩大
产品优势产品的生产袁 确保下半年多品种产量
完成计划任务遥 完成全年节约挖潜指标和已计
划安排的技改项目遥 猿尧抓好安全环保工作袁确保
全年无重大事故遥 配合有关部门抓好氟钛含铁
废水的治理遥下半年主要工作措施是院员尧紧扣效
益中心袁以资金为重点袁抓好经营工作遥 圆尧以市
场为导向袁依靠技术进步袁突出节约挖潜袁全面
完成生产任务遥 猿尧全面加强各项管理工作袁提高
管理执行力遥 源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
建设袁稳定职工队伍遥

公司董事长尧 总经理朱崇高到会并作了讲
话遥

动力厂院
本报讯渊寇葵香冤愿 月 源 日上午袁动力厂在

娱乐城召开了二届四次职代会遥 来自全厂各
个基层的 远愿 名正式和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由副厂长何宗启主持遥 会上袁代表们听取
审议了副厂长刘建邦作的题为叶立足岗位 坚
定信心 为实现下半年方针目标而奋斗 曳的
行政工作报告遥 下半年袁面对公司满负荷生产
的经营形势袁动力厂职工将会坚定信心尧振奋
精神尧齐心协力袁力争完成四大目标任务遥 即
抓好动力生产的组织管理袁 确保动力供应不
出问题遥 并在计量通讯和仪表维护上提供优
质服务曰抓好安全工作袁确保人身尧设备安全袁
不出安全事故曰 坚持从严管理袁 狠抓节约挖
潜袁努力降低可控费用 曰稳定职工队伍 袁教育
引导职工转变思想观念袁 积极投身和参与改
革袁为推进企业改革改制做出贡献遥 会上工会
主席宋华明传达了公司职代会精神遥

公司工会主席田根兴到会并作了讲话遥

本报讯渊周丽华冤为了积极响应公司女工委关于在职工中开展野降一
创百冶岗位技术比武的活动精神袁愿 月 圆 日上午袁机关二工会在技术中心
研分班女职工中举行了一场分析氟化铬中的铬的技术比武赛遥 全班 员园
名职工以认真 尧
负责的态度积
极参加了比武 袁
经过整整一上
午的角逐 袁最后
通过由分析主
任杨小丽 尧分析
副主任胡志红 尧
班长蔡华组成
的评委评定 袁刘
敏获得第一名 袁
李昕 尧李敏分获
二尧三名遥

社 区院
本报讯渊刘静冤苑 月 圆苑 日下午 袁湘铝社区在

老年活动中心召开了二届五次职工大会遥社区副
主任谢萍详细传达了公司二届五次职代会精神袁
要求全体职工真正把思想尧工作尧行动统一到公
司下半年的指导思想尧奋斗目标尧工作措施上来遥
社区主任彭桂南做了题为叶共建和谐社区 共享
幸福生活曳的行政工作报告遥报告从计划生育尧离
退休尧劳动保障尧低保尧爱卫及综合治理等 愿 个方
面实事求是的肯定了社区上半年的工作袁并从两
个方面安排了社区下半年的工作院 一是拓渠道袁
熟情况袁掌握社区工作的主动权曰二是严管理袁重
实效袁努力完成社区各项工作遥

供销部院
本报讯渊李求荣 冤供销部于 苑 月 猿员 日下

午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袁 组织职工认真学习
公司第二届五次职代会精神遥 会议由供销部
部长丁志强主持遥 丁部长对如何确保公司下
半年生产任务的完成袁怎样搞好供销工作袁提
出了如下要求院员尧千方百计确保萤石的供应袁
把具体的指标及责任分解到每个计划员和采
购员遥 圆尧每个计划员要及时掌握市场信息袁努
力降低采购成本遥 猿尧有关人员要积极与中铝
公司联系袁掌握氢铝市场的变化袁有计划的控
制氢铝的进货遥 源尧要根据市场形势袁做好召开
中国有色行业协会氟化盐分会的准备工作 遥
缘尧继续抓好氟化盐的销售工作袁确保货款的
安全尧 快速回笼袁 以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的矛
盾遥 远尧加大对老货款的催收力度袁确保全年指
标任务的完成遥 苑尧严抓内务管理袁搞好文明办
公遥

党委组织宣传部院
本报讯 渊天悦冤 公司党委组宣部于 苑 月 猿员

日下午召开了全部职工大会袁 认真学习贯彻公
司第二届五次职代会精神遥

组宣部副部长杨剑在总结 苑 月份工作后 袁
结合职代会精神袁布置了 愿 月份工作遥 公司党委
委员尧 组宣部部长黄克庄紧密联系公司党政领
导对全体职工的新要求袁 对部里工作人员提出
了 猿 个希望院渊员冤要认清形势袁树立信心袁做改革
的促进派曰渊圆冤找准位置袁明确自身的责任曰渊猿冤
加强自身各种能力的培养与锻炼袁 适应主体改
革改制的需要袁迎接新的挑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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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愿 月 猿 日上午袁储运公司团支部根据公司
团委的安排组织青年志愿者在职工医院一线
马路上开展义务劳动袁清除马路上的附着物遥

职工医院至机关的马路有一段路面有明
显的凸起物袁路面不平整遥 不仅有损路面的整
洁袁还可能造成行车的安全隐患遥 储运公司团
支部主动承担清理任务遥 缘 名青年志愿者在公
司团委委员贺卫林的带领下拿着锤子尧 钎子袁
敲的敲尧 锉的锉将附着物一块块清除下来袁他
们从早上 愿院猿园 一直干到 员员 点多终于将这一
段路面全部清理干净遥 渊蒋智鑫冤

团 委院
本报讯渊李丰冤愿 月 圆 日下午袁公司团委在

机关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团支部工作会议袁各单
位团支部书记和公司团委委员参加了会议袁公
司组宣部副部长尧 团委副书记杨剑主持了会
议遥 会议首先传达了公司二届五次职代会精
神袁要求广大团员青年坚定信心尧加倍努力工
作遥 会议还对下阶段的团工作进行了布置遥 下
阶段的团工作主要是继续开展好 野奉献在岗
位尧成才在岗位冶青工技能振兴主题活动曰举办
一期团干培训班曰做好团员统计工作 曰开展好
青工技能月活动等遥

荫近段时间袁由于雨水过多袁生产用水浑
浊袁 严重影响了质量保证部试样瓶的清洗质
量袁 为了防止因试样瓶清洗不干净而影响分
析结果袁 质量保证部决定以最快的时间对试
样处理室一个废弃多年的较大水净化装置进
行检修袁而此净化器已严重锈蚀袁清洗工作量
较大遥 苑 月 猿园 日袁质保部朱辉尧雷正强尧李万春
等经过了两天紧张的清洗工作袁 将整个净化
器全部拆开重新清洗并安装好袁 使此水净化
器又能发挥它的用处袁 保证了试样瓶清洗能
用上洁净水遥 渊杨 文冤图为现场操作场景遥 渊生通 辕摄冤

图为比武现场遥 渊谢红伟 辕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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