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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白泉 周运动）元月 29 日
下午，中铝公司召开抗冰救灾视频会
议，
安排部署抗冰救灾工作。
因大雪和冻雨严寒气候，中铝公司
所属部分企业受到建国以来严重自然
灾害的影响。很多地方停电限电，贵州
分公司、遵义铝厂大部分电解槽已经停
产，部分铅、锌、铜冶炼等高能耗企业停
产，山西企业减产 50%，部分电解铝企
业电解槽处于低电流运行。同时，铁路
公路运输全面受阻，企业大宗原材料储
备、
产品发运告急。
肖亚庆总经理强调公司上下要积
极行动起来，认识当前的抗灾形势，积
极做好应急的各项准备；要求企业各级
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协同
工作，靠前指挥，解决具体问题，切实做
好生产、供应、储备等方面的工作，把损
失降到最低程度。
为此，中铝公司要求所属企业，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减灾抗灾,一是各企业要高度重视，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企业生产安全稳定，力
争把灾害带来的损失减至最少。二是各
部门要强化大局和责任意识，确保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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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大宗原材料的物质供应。三是各
企业要互相支持，积极应对严寒气候造
成的灾害。总部每天及时收集汇总各企
业的情况；密切关注所属企业的生产和
抗灾动态，重大事件不过夜。四是加强
物资供应工作，总部供应部门要做好协
调工作，迅速调运应急物资，各企业则
要保证物资配送工作 24 小时运行。五
是要动员全体员工积极参加抗冰救灾
工作，开展安全专项检查，确保员工过
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六是要坚定信
心，克服困难，广泛宣传在抗灾减灾工
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争取抗冰救灾工作的全面胜利。
视频会议后，中铝广西企业协调委
主任瞿向东就当前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公司各级领导要认真领会，贯彻落
实中铝视频会议精神, 一要对灾情持续
的时间要有正确的判断，要采取有效措
施做好大宗原材料的供应，确保生产的
连续和稳定。二要确保生产安全稳定，
特别要关注节日期间的运矿和人员交
通安全。三要加强调度值班和领导值
班，及时掌握情况，按时向总部报告生
产经营和社区稳定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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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广西企业向广西灾区捐赠 76 万元
本报讯（郭敏 唐星善）近期，广西北部地区
遭受严重雪冻灾害。根据自治区有关部门统计，全
区受灾的县（市、区）达 96 个，受灾人口 843.1 万
人，农作物受灾 490.6 千公顷；倒塌居民住房 2875
间。一部分群众因受长时间停电影响，
碾米机无法
运转，致使吃饭都成了问题，灾区群众急需小型发
电机用于救灾。
得知这一情况后，平果铝业公司向灾区捐献
了 20 万元，广西分公司在请示总部同意后，向灾
区捐赠 56 万元用于购买 100 台小型发电机，以解
决受雪冻灾区群众的燃眉之急。

元月 30 日下午，广西分公司总经理瞿向东亲
自到广西红十字会，
将用于购买 100 台小型发电机
的捐赠款 56 万元交给了自治区红十字会。
2 月 2 日晚上，由广西电视台、广西电台主办
的主题为“爱心奉献，
风雪同行”
大型直播赈灾晚会
上演。捐助企业在台上接受主持人的采访，中铝广
西分公司副总经理刘保伟，平果铝业公司党委副书
记李兵代表两公司参加了直播晚会，捐款后，接受
了主持人的采访，
向全区人民表达了中铝广西企业
支持灾区建设，帮助受灾地区群众度过难关的深情
厚意。

本报讯 （唐星善） 元月 29
日，百色市政协主席卢新贵，百
色市常务副市长梁兵，市人大
副主任黄五同、曹东方代表百色市委市政府到广
西企业慰问。
梁兵代表百色市委市政府感谢中铝广西企业
坚持科学发展观，为百色工业经济发展做出了新
成绩，带动了百色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他祝愿中
铝广西企业在新的一年里，
取得更大的成绩。
瞿向东介绍了中铝广西企业的工作概况，他
说，公司氧化铝和电解铝创历史新
高；平果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真诚
合作，厂地之间取得了和谐发展；

百色市领导慰问中铝广西企业

—中铝广西企业领导除夕之夜慰问坚守岗位员工侧记
——

金猪驾云辞旧岁，灵鼠跳跃送春来。2 月 6 日，除夕之夜，喜庆、祥和、
温暖的气息弥漫着铝基地.此时此刻，在生产一线和后勤服务的一线，还
有千余名员工在岗位上过大年。惦记着一线的员工，中铝广西企业领导携
各部门领导分成三个慰问组，深入到生产和服务的一线，为坚守岗位的员
工送去了亲切的关怀和温馨的祝福。
10 时 40 分，由广西分公司总经理瞿向东、总经理助理夏远强、郭敏
带领的慰问组首先来到热电厂锅炉房主控室和电气主控室，他们向坚守
在生产一线的员工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希望热电厂全体职工在新的一年
里，多发电，多产蒸汽，为公司生产经营任务的全面完成和氧化铝三期工
程的投产，做出新的贡献。
在中化溶出分析站，瞿向东总经理和职工一一握手，互道新春祝词。
瞿向东说，化验分析工作是工业生产的眼睛，中试室职工为公司产品质量
的稳步提高做出了贡献。慰问小组还先后慰问了氧化铝厂原料车间主控
室、溶出主控室、焙烧主控室和蒸发主控室、原料车间主控室当班的员工。
在原料车间，瞿向东对当班的员工说，去年氧化铝产量达 96.5 万吨，创历
史最好水平。今年氧化铝厂最突出的任务是氧化铝要多产、超产。原料车
间是第一道关口，希望原料车间职工为氧化铝多产、
超产目标打好一仗。
在后勤服务的一线，黄振彬、刘晓辉带领的慰问组来到平果铝宾馆，
向辛勤工作在服务岗位上的宾馆员工表示慰问。随后，慰问组来到中铝广
西分公司厂大门口慰问了保卫部三名经警。
11 时，在氧化铝厂食堂，生活服务公司的员工为一线的职工准备好
了 600 份零点班的点心正要送到生产一线去。在年三十和大年初一，按照
分公司制定的 20 元免费餐的标准，他们为职工准备了鸡腿、排骨、肉片、

泉

氧化铝三期工程今年 6 月将建成投产，电解铝二
期正在进行前期规划，到 2010 年，有望实现氧化
产量突破 200 万吨，电解铝二期建成投产后，销售
收入突破 100 亿元。为了实现百色铝工业可持续
发展，瞿向东向市领导反映，要保护好老区人民脱
贫致富的资源优势，坚决保护好铝土矿资源，扼制
滥采乱挖，杜绝盗矿偷运。百色市、平果县领导深
表赞同。
卢新贵、梁兵代表市领导向平果铝业公司和
广西分公司分别赠送了 1 万元和 2 万元慰问金。

分公司重熔用铝锭荣获
有色行业实物质量“金杯奖”

本报讯（郭兰）从中国有色金属协会的《关于公
布 2007 年度有色金属产品实物质量认定结果的通
知》上获悉，中铝广西分公司“右江牌”重熔用铝锭
荣获有色金属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
2007 年，中国有色金属协会组织开展有色金属
产品实物质量认定工作，经过材料审查、用户满意
度调查、质量现场核查、取样检测、专家评审答辩以
及评审委员会的审定等程序，有色金属行业有 49
个产品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实物质量水平，荣获有色
时菜、煎蛋、鱼罐头等丰盛的免费餐。公司领导感谢食堂员工的辛勤劳动， 金属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
黄振彬经理说：
“ 生产不断，供饭不断，要为一线职工提供最好的服务，让
一线职工吃好。”
为了平果铝社区和厂区的安全，22 名消防队员整装待命，
做好随时处
理突发险情的准备，公司领导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公司领导还慰问了
2 号路门岗的经警、城建队以及平果铝医院当班的职工。
与此同时，
刘永刚书记、刘保伟副总经理带领的慰问组先后到动力厂
赵乃昊获区“德技双馨好医生”
总降，电解铝厂三车间、生产指挥中心、二车间、一车间，一号空压站，碳素
本报讯 （贺 舰灵 黄 国英）2007 年 12 月 至
焙烧、成型，煤气厂等现场岗位，
看望正在工作的一线员工，向他们拜年。
在动力厂总降，刘永刚书记祝员工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阖家欢乐， 2008 年 1 月，广西卫生厅新闻办公室、广西医学
会、广西医师协会和广西电视台联合开展以“一切
他说，寒冬时节，全国遇到了罕见的冰冻雨雪天气，很多地方供电网络面
为了人民健康”为主题的“全区爱心医院、德技双馨
临严峻考验。为保障节前及春节期间的生产安全稳定，希望动力厂采取有
好医生”
展播评选活动。平果铝医院以及医院外科
效措施积极应对，确保电力供应安全稳定。在电解铝厂一、
二、
三车间及铸
主任赵乃昊在全区“二甲”以上医院评选中脱颖而
造车间，公司领导亲切询问了除夕夜坚守岗位职工的感受。刘永刚书记
出，分别获得 2007 年度全区“爱心医院”和“德技双
说，元月，电解铝厂取得了好成绩，实现了元月生产开门红，希望电解铝厂
馨好医生”的荣誉称号。1 月 22 日晚，在广西电视
职工在新一年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台都市频道健康迎春主题《与爱同行》晚会上，平果
慰问组每到一处，公司领导都仔细的询问生产情况，觑寒问暖，聆听
职工心声。慰问完当班的员工，新年的钟声敲响了，爆竹声声，烟花盛放， 铝医院以及赵乃昊获受荣誉。
铝基地掩没在喜庆欢乐的海洋中，中铝广西企业在岗员工虽不能与家人
吃团圆饭，但公司领导及各部
室领导送去的关怀和祝福让
在岗员工感受到浓浓的暖意
和融融的情意。

公司党委举行党群系统迎新春座谈会
本报讯（罗国华）2 月 4 日下午，公司党委
组织部部长杨再华介绍了公司党委 2008
举行党群系统迎新春座谈会。各二级单位党 年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思路，并征求与会人员意
委、
党群各部室的领导参加了座谈会。
见和建议。各二级单位党委、党群各部室的领
座谈会上，公司党委副书记李兵总结了 导畅谈了 2008 年的工作设想。
公司党委去年的工作，他说，2007 年，中铝广
刘永刚书记说，
过去的一年各二级单位党
西企业实现生产经营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 委工作亮点很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载体丰
双丰收、双发展，党建工作融入企业中心工作 富，融入生产经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各
取得了新的成绩。公司党委着力创新企业党 方反映较好。2008 年，公司党委的工作要在
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方式和途径，按照 “1126641”工作思路指导下，进一步丰富和深
党建“1126641”工作思路，开展了扎实有效的 化“六个围绕”，进一步在抓基层党建工作的落
工作，努力开创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取 实上下功夫，为促进企业中心工作、推进企业
得初步成果，公司党委被中央党校列为“党建 良好发展做出积极努力。
教学优秀案例调研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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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果铝医院获区“爱心医院”称号

分公司召开科技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黄宗东）元月 31 日，广西分公司召开科
技工作座谈会，公司领导和各单位科技工作者代表
欢聚一堂，总结了去年科技工作取得的成果和存在
的不足，
畅谈新一年科技工作的新思路、
新设想。
技术开发部总结了公司去年的科技工作。去年，
公司完成 16 项科研工作，完成研发费用 3271.101 万
元，取得了《铝电解预焙槽“三度寻优”控制技术》等
重大科研成果；组织申报了 16 项专利，其中国家知
识产权局已正式受理的有 13 项，
“ 拜尔法赤泥基质
改良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优秀奖；公司《赤泥堆
场生态修复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项目被列入国家
科技部“十一五”攻关项目；公司 6 项成果被评为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二三等奖。
各单位的代表总结了各自单位科技工作取得的
绩效，
并就 2008 年的科技工作提出设想和建议。
座谈会上，刘永刚书记指出，今年要围绕公司的
生产经营管理目标，进一步推进科研工作的开展。今
年公司的科技工作要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要加强科研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掌握行业的科
研动态，做好选题工作；二是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院校
和科研院所的协作与交流，推进公司科研工作的开
展；三是完善科研工作的奖励制度，充分调动广大科
技人员的积极性；四是完善科研工作程序，建立季度
科研工作小结例会制度；五是提高专利意识，加强科
研项目的专利申请工作。
瞿向东强调，公司的科研工作要紧密结合企业
生产实际，开展科研工作。公司科研工作的主体是分
厂，各职能部室要各司其职，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公
司的科研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要加强科研
成本、费用、项目评价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努力提
高科研工作的管理水平；要做好技术保密工作，保护
知识产权，严惩科研技术方面泄密事件的责任人。他
希望公司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积
极投身企业的科研工作，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强大的科技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