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吴芳冤截至 员圆月中旬袁氧化铝一厂管道化
车间历时半年的野预脱硅槽加热列管改造冶和野蕴系统下料管改
造冶两个效能监察项目均已投用袁其设备运转率和优化溶出指标
均得到明显好转袁效益较为可观遥
今年袁该车间对在效能监察活动中发现的所有问题均进行了

改造处理袁管道清洗周期由原来的 源源天延长为 源苑天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苑乃文冤员圆 月 苑 日至
愿 日袁 设计院举办了
陨杂韵怨园园员院圆园园园 质量管
理体系内审员培训
班遥 该院管理者代表
及各科室的三十余名
员工参加了本次培
训遥
天祥质量体系认

证公司资深高级审核
员韩大勇应邀担任授
课教师遥 韩大勇简要
介绍了 陨杂韵怨园园园 标准
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袁
对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的结构及八大质量管
理原则袁 结合自己多
年的现场审核经验及
设计行业情况袁 有针
对性地进行了讲解遥
学习完毕后袁该院

对内审员进行了测试袁
对考试合格的人员颁
发了内审员证书遥

一块醒目的野党员示范岗冶的标牌在
上街区办税服务厅里闪着光袁它像一盏明
灯袁照亮着税干袁也照亮了来这里办税的
人们遥 张学霞是办税大厅主任袁又是大厅
的党小组长遥 有人打了一个比喻袁说张学
霞上班比鸡起得还早袁 下班比牛收工还
晚遥
今年 猿月的一天袁孕妇林英来到办税

服务厅办理涉税事宜遥 由于是新办户袁还
要去所里及征管科办理相关手续袁挺着几
个月的大肚子上下楼非常不便袁张学霞知
道情况后袁就让林英在楼下等着袁楼上楼
下地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袁直到帮林英办
理好相关手续为止遥
下岗职工魏书燕的优惠证丢失了袁来

问有关人员该咋办遥 一位同志一推二六
五袁冷冷地说院野该找谁找谁去遥冶张学霞知
道情况后袁心里很难受袁怎么能这样对待
一名下岗职工钥她严厉地批评了那名协税
员袁并主动找魏书燕了解情况遥 同时她还
三番五次到劳动部门和社区帮助询问尧补
办袁最后使魏书燕享受了个体工商户的税
收优惠遥魏书燕逢人就夸遥这件事一传十袁
十传百袁 从此之后袁野纳税遇到困难找学
霞浴 冶这句话就在上街区广为流传遥

员圆月 员缘日袁建设公司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廉洁
从业教育活动遥该公司班子成员及八十多名管理者参观
了焦作市检察院警示教育基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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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矿产资源的有序开发和合理利用熏是国土资源部门和国
有矿山企业的共同社会责任遥冶 这是近期中铝矿业分公司小关
铝矿资源开发科的同志常听到地方政府部门同志讲的一句话遥
小关铝矿是 员怨缘愿年成立的国有铝土矿山袁 目前袁 年供矿

石量达到 圆园园余万吨遥 该矿主要有 缘大矿区袁 面积 圆圆援苑怨猿平
方公里遥 根据河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布的优化铝土矿资源配置
的文件精神袁 小关铝矿今年又获得了 源个采矿权遥 矿权范围
涉及登封市尧 巩义市尧 荥阳市尧 新密市袁 仅铝土矿资源压覆
就涉及 员园园多个村镇遥
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袁 争抢资源和滥采乱挖现

象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袁 矿区内违法盗采行为时有发生袁 对
矿山科学开采尧 综合利用造成极大困难遥 这引起了当地地方
政府的高度重视遥 随后袁 他们大力开展了矿业秩序整顿活动袁
严厉打击盗采矿石行为袁 坚决取缔滥采现象遥 员圆月 员员 日袁
荥阳市刘河镇政府和公安尧 安监尧 国土资源等部门进行联合
执法袁 对小关铝矿水头矿区小寨矿段盗采的违法矿坑进行封
填遥 与此同时袁 在巩义市米河镇政府尧 国土资源所有关负责
人的配合下袁 水头矿段区域范围内的违法采矿现象也得到了
及时有效的治理遥 封填违法矿坑时袁 小关铝矿特别邀请河南
省电视台记者进行了摄像报道袁 大大震慑了违法采矿行为遥
截至目前袁 在地方政府部门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下袁

小关铝矿共封填违法采矿的大小矿坑 圆园多个袁 拉倒违法采矿
的矿井井架 苑个袁 封填井口 猿个遥 小关铝矿的矿石得到了合
理的保护和开发遥 大家都
说袁 是地方政府大力整治矿
业秩序的行动给小关铝矿这
座老矿山带来了新希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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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的文明创建工
作有计划尧有落实袁阵地尧资料健全袁特别
是在树立企业形象尧服务企业尧服务社会
方面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遥 冶日前郑
州市文明办领导对后勤服务管理中心文
明创建工作的评价袁可以说是对该单位文
明创建工作的精彩总结遥

圆园园圆年以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新
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袁 先后制订了 叶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曳尧
叶文明单位标准曳等袁把创建文明单位作
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绩效管理进行考
核袁确保了企业效益的稳步增长遥
优质服务是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的主

要工作遥他们始终把服务对象当做野衣食

父母冶袁用野真诚尧热情尧周到尧体贴冶作为
衡量服务工作的标准袁用心打造职渊员冤
工群众满意工程遥每年盛夏袁中心班子成
员为生产一线职渊员冤工送防暑降温保健
饮品曰 每年除夕之夜为两公司当班职
渊员冤工送饺子袁已经形成惯例遥每逢中铝
郑州企业遇到急难险重任务的时候袁也
总能看到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干部职工辛
勤忙碌的身影遥 河南分公司赤泥大坝出
现险情袁 分公司组织了上千人的抢修队
伍到现场抢险遥中心领导得到消息后袁马
上行动起来袁 在较短的时间内带领饮食
公司的职工冒着风雨袁 为参加抢险的员
工送去了美味可口的饭菜噎噎

在文明单位建设的实践中袁 中心各
基层单位都根据实际情况袁结
合对口服务单位的不同特点袁
在普遍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

质量的基础上袁积极开展特色服务遥维修
公司开展了野电话预约冶和野服务跟踪卡冶
活动袁让住户监督维修人员的服务行为袁
深受广大居民的称赞遥 饮食公司夏天送
野清凉冶袁节日送野温暖冶袁表达了后勤人的
一片真情遥 圆园园远年初袁中心开展了野尽心
服务尧超值服务冶劳动竞赛活动袁使中心
的优质服务像春风一样吹进千家万户遥员
年来袁 中心共收到各种表扬信和感谢信
源愿园封袁表扬电话 缘园园多个袁用户满意度
达到 怨园豫以上遥

该中心在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袁全
力搞好经营创收工作遥 他们打破传统的
管理模式和职工利益分配的旧框框袁大
力推进住房制度改革袁 加快新建住房步
伐遥 圆园园猿年建成了 园源街坊 源栋住宅楼
和 猿圆街坊临街 源 栋住宅楼袁圆园园源 年又
通过合作建房袁 开发建设了鸿元西区 远

栋住宅楼袁 新增住房面积 缘缘员园园多平方
米袁使 缘园园户职渊员冤工家属乔迁新居遥 源
年来袁新建住房 圆员 栋 苑怨员 套袁总面积达
愿愿园园园平方米遥

在搞好服务与创收的同时袁 该中心
十分重视职工文化生活袁 筹集资金建立
起了阅览室和健身房袁 为职工学习和健
身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场所遥 每逢重大
节日袁工会都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尧积
极向上的的文体活动袁自编自演的迎野十
六大冶大型歌舞节目叶大
地飞歌曳袁获中铝郑州企
业比赛一等奖遥 该中心
连续多年参加中铝郑州
企业举办的春节文艺会
演尧正月十五秧歌大赛尧
庆十一文化周等活动袁
并屡获大奖遥

高举服务旗 谱写文明曲
要要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文明创建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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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员圆月 员员日袁氧化铝一厂
四车间 源号熟料窑双管煤粉泄
漏袁 员工们接到抢修任务后提
前 猿个小时圆满地完成了堵漏
任务遥 渊白义忠冤
银员圆月 缘日袁 开发总公司

党委召开了 圆园园苑 年党建工作
思路座谈会遥 渊金慧玲冤
银年初以来袁圆园园远年氧化铝

一厂检修站领导共看望有困难及
住院的员工 员圆人次遥 渊渠文广冤

银近日袁 运输部汽车队组
织全体党员利用双休日对供暖
设施进行了排查和检修遥

渊王建华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二厂女性

健康知识教育流动课堂在一楼
会议室开班袁该厂 愿猿 名女员工
参加了此次学习遥

渊金秋红冤
银近日袁 机械制造公司

圆园园远 年度员工技术大比武及
圆园园苑 年度野首席员工冶评选
活动拉开了序幕遥

渊张艳文 马国选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