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家里出事后袁我心烦意
乱的袁 可看到大伙这么关心
我尧帮助我袁我心里真是热乎
乎的遥 冶当郑州铝城特种水泥
厂职工白树林从服务公司经
理王广举手中接过慰问金及
单位职工的捐款时如是说遥

近日袁 由于家中线路老
化袁 一场大火把白树林家的
主要家当烧毁殆尽袁 损失惨

重遥单位领导得知他家里的情
况后袁非常关注袁除拿出 圆园园园
元钱进行救助慰问外袁还迅速
在职工中发出了献爱心尧帮助
遇难职工暂渡难关的捐款倡
议遥 在广大职工的积极响应
下袁大家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捐
款 猿猿源缘余元遥如今袁在大家的
关心帮助下袁白树林一家的生
活已基本走向正轨遥

大火无情人有情
阴 秦丽英

银员月 员员日袁运输部车辆段与各班
组签订了 叶圆园园苑 年度绩效考核责任
书曳遥 渊马宝萍冤
银员月 员园日袁消防队党支部在消防

队员中开展了野如何做人袁如何做事袁争
当好职工冶教育活动遥 渊邢为华冤

银员月 员园日袁燃化车间组织有关管
理人员对软水尧 输煤两大系统进行了工
艺纪律检查遥 渊尹全法冤
银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一系统主

控室开展了野党员先锋岗冶活动袁去年创
造出了月运转率 怨愿援远远豫的历史最高水
平遥 渊吴芳冤
银员月 远日袁宏达公司物业科员工在

鸿元小区开展了便民服务活动袁 义务为
居民维修液化气灶和自行车遥 渊刘振荣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党支部

把评先活动变成和谐党支部建设活动袁
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遥 渊王丽娜冤
银新年伊始袁 氧化铝一厂检修站党

支部结合工作实际袁 开展了 野党员先锋
岗冶活动遥 渊渠文广冤
银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在元旦前夕为

副科级以上干部上了党风廉政教育党
课遥 渊马义林冤
银近日袁经济民警大队召开了 圆园园苑

年整治非生产性用车进厂专题会议遥
渊吴高鹏冤

银近日袁 水泥厂制成车间利用生产
淡季对 员至 源号磨机进行了大修遥

渊宋晓宾冤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耿喜荣冤氧化铝一厂八
车间紧紧围绕降本增效总体目标袁 去年 缘月至
员圆月立项实施的 野减少氧化铝损失最大限度回
收氧化铝冶效能监察项目袁以最小的投入袁取得
了年节约资金近万元袁 挽回经济损失 愿万多元
的结果遥
去年年初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针对流槽密

封不严袁漏料严重的具体情况袁经过调查统计袁
发现单是流槽运输漏料一项就可造成氧化铝年
损失 缘豫以上袁经研究决定把此项目立为 圆园园远年
的效能监察项目之一遥 随后八车间上下迅速行

动袁针对造成流槽漏料的直接原因袁制订并开始
实施相应措施袁明确了野小投入袁大收获冶的工作
宗旨袁指定专人全过程监督实施遥利用废品废件袁
改造修正流槽的不当指标袁使成本大大降低遥
此项目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实施尧 跟踪尧管

理袁共清理死角积料约 员缘吨袁日常打扫回收氧
化铝粉约 员愿吨袁溜槽氧化铝漏料回收约 圆 吨袁
按照 圆猿园园 元 辕吨
的价格袁 挽回经
济损失 愿 万元以
上遥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效能监察要从细处抓起

去年 员圆月 缘日下午袁纳税人赵业
鹏带着感谢信袁 再次来到地方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袁 十分激动地从工作人员
手中接过两千多元现金和农行卡尧工
行卡等银行卡及驾驶证尧 行车证等证
件袁 一再感谢该局人员拾金不昧的精
神遥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院员圆月 员日
那天袁 赵业鹏在办税服务厅缴完税后
就匆匆离开了袁 回到家发现手提包丢
失了遥 他问亲威问朋友袁多方寻找袁正

在万分焦急之中袁接到
了上街区地税局办税
服务厅打来的电话袁让
他到该局的办税服务
厅去取袁于是就出现了
开头的一幕遥他非常奇
怪为什么办税服务厅
人员能找到他袁经他询
问后才得知袁办税服务
厅人员在下班整理资
料时袁发现了他的手提
包袁看到里面不仅有现
金和银行卡袁还有各种证件袁就根据证件
号查到身份证号袁 然后由身份证号一个
一个地从电脑中查找相关资料袁 最终找
到他的纳税登记时的详细资料袁 找到了
他的电话袁 而此时袁 已经是凌晨 员点多
了遥赵业鹏听到后袁激动地拉住工作人员
的手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袁 然后就是
不停地称赞办税大厅真心为纳税人服
务袁拾金不昧品质高遥

郑州市三八红旗集体运输部车辆段内制动班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叶江泽民
文选曳遥 张永存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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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一厂高度重视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袁出台各种优惠政策袁鼓励员工
立足岗位袁提高技能遥 图为氧化铝一厂员工正在进行电气实际操作技术比武遥
高惠民 摄影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智慧 实习生
韦笑玲冤为实现河南分公司野十一五冶发展
规划的宏伟愿景袁 实现水电厂安全供电尧
稳定供水尧通讯畅通的目标袁水电厂党委
于元旦前夕组织副科级以上管理人员及
班组长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遥

圆园园远年袁 水电厂以党的十六届五中
全会精神及河南分公司一届四次员代会
精神为指导袁 认真落实分公司各项部署袁
优化经济技术指标袁 取得了生产稳定运
行尧成本稳步下降的优异成绩袁厂党委坚
持把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
起来袁确保了员工队伍的稳定遥
在教育报告会上袁党委书记张卓丰针

对当前资源能源竞争尧氧化铝产品价格大
幅波动和原燃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对分
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袁就如何
确保分公司水尧电尧通讯三大网的安全稳
定运行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遥结合水电厂实
际袁他要求全体管理者和广大员工要充分
认识面临的压力和困难袁更要具有克服困
难的信心袁不能悲观失望袁勇于知难而进遥
一方面要向员工实事求是地讲清市场的
残酷性和我们面临困难的程度袁讲清我们
完成任务的必要性袁另一方面也要向员工
讲清我们的优势和前景遥 要学会压力传
递袁但绝不是传递悲观尧泄气的情绪遥要积
极寻找战胜困难的思路和方法袁要从企业
的现实情况出发袁因势利导袁寻求转机遥只
要精神振奋了袁思路对头了袁状态上路了袁
就能够保证方针目标的真正落实袁就能够
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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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梁涛冤员月 怨日袁保卫消防中心
针对现阶段中铝郑州企业治安防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隐患袁 组织召开了中铝郑州企业冬季治安防范工作
会议遥
会议首先通报了中铝郑州企业 圆园园远年的治安情况

和交通状况袁详细分析了近期中铝郑州企业盗窃案件的
案发规律和发案特点遥 随后袁保卫消防中心有关科队负

责同志就岁末年初各单位在开展内部稳定工作和治安
防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遥
最后袁 保卫消防中心副主任徐俊军就如何做好中

铝郑州企业冬季治安防范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院 一是
各单位要切实提高对单位内部冬季治安防范工作的认
识袁要针对冬季是盗窃案件高发期这一特点袁扎实开展
基层治安防范工作遥二是各单位要突出工作重点袁要完

善以车间为主体的基层治安防范网络袁加强对外来务工
人员的管理袁对单位内部治安防范工作集中检查袁以提
高保卫人员的责任心遥 三是要坚持情况报告制度袁要通
过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袁为已发案件赢得宝贵的破
案时机遥 四是要做好对影响企业稳定信息的收集尧上报
和内部矛盾的化解工作袁 为中铝郑州企业 圆园园苑年各项
工作实现野开门红冶创造一个安全尧稳定的治安环境遥

中铝郑州企业召开冬季治安工作会议

加强治安防范 创造安定环境

水泥厂中心组成员把学习叶江泽民文选曳与长城铝的实际结合起来袁根据水
泥厂的实际情况明确了 圆园园苑年水泥厂思想政治工作方针目标遥 图为中心组成
员在认真学习有关文件精神遥 王玉焕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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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铝工学院 圆园园苑 年招生
长城铝工学院是国家教育部备案的尧

具有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专科
学校袁国家承认学历遥 为了让广大职渊员冤
工更好地服务于中铝郑州企业的生产建
设和发展袁早日成为栋梁之才袁在春季开
学渊猿 月 源 日冤之际袁长城铝工学院热烈欢
迎广大职 渊员冤 工和 圆园园远 年复转军人报
考遥
入学方式院
员援 参加全国成人高考遥
圆援 注册入学 渊我院命题并组织入学考

试冤遥
招生专业院

会计电算化渊圆年冤
工商管理渊圆年冤
计算机应用渊猿年冤
机电一体化技术渊猿年冤
电厂热能工程渊猿年冤
冶金技术渊猿年冤
远程教育渊中南大学专升本冤
报名手续院身份证或退伍证袁毕业证原

件及复印件袁员寸照片 圆张遥
报名时间院即日起至 圆园园苑年 猿月 员园日
联系方式院
工学院渊二楼冤招生办
宋老师 远苑圆怨缘愿苑源

渊上接第一版冤
针对公司横跨郑州尧洛阳尧平顶山

等七个地市袁点多尧面广这一客观现象袁
该公司利用成功上线的 耘砸孕信息管理
系统袁 搭建了一个现代化管理平台袁实
现了对作业现场的远距离视频监控袁强
化了调度指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遥
为了提升整体供矿石保障能力袁该

公司最大限度地恢复和提高自建采场
产能袁启动了段村要要要雷沟尧贾家洼西
等一批新建矿山项目遥 圆园园远年铝土矿自
采量完成 员圆园援怨 万吨袁 同期相比增加
远员援源万吨曰联办量完成 猿缘源援源万吨袁同期
相比增加 员苑园援苑万吨曰 自采联办比例达
到 缘缘援猿园豫袁同期相比提高 圆员援源圆豫遥 这有
力地缓解了供矿石压力袁提高了供矿石
的安全程度袁促进了公司可持续发展遥

管理强企 保证矿石供应质量

该公司在困境中腾飞袁 归功于先
进的管理模式遥 他们强化野严尧细尧实尧
新尧恒尧齐冶管理理念袁制定完善了 员圆愿项
内控管理制度袁实行了财务集中统一管
理袁建立了成本指标包保体系和成本预
算分析制度遥 同时袁他们有针对性地加
强了爆炸物品尧运输及排土场等重大安
全隐患治理遥 他们深化了无伤害班组和
安全确认制达标创建活动袁猿怨个班组尧圆
个车间尧员个矿山通过了达标验收遥他们
取得了豫中铝矿尧夹沟矿区尧香草洼矿
区尧 下冶矿区 源个安全生产许可证袁至
此袁 公司共取得了 圆员个安全生产许可
证袁实现了重大人身伤亡事故为零遥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遥 他们大力推行

质量管理确认制袁实施全过程尧全方位
的质量保证和监督袁重点加强对矿点的
现场监督管理遥 在整个购矿石工作中袁

他们严把野质量四关冶院源头查样关尧装车
关尧检验关尧取样关遥
为了彻底改变矿山多年来形成的堆

场连续作业尧矿石混放尧质量责任不清晰
的现状袁公司推行堆场野间断作业尧定期
清零冶的管理模式遥 规范出入库台账袁制
订完善购矿尧质检尧验收全过程质量确认
制度袁明确清零周期袁及时处理质差和量
差的矿石袁确保了堆场账实相符袁使矿石
质量和数量差异趋于稳定袁 有效地堵塞
了矿石收购过程中的管理漏洞遥 由于措
施得力袁供矿石质量得到了有效的保证遥

人才兴企 提升三支队伍素质

随着矿山建设速度的加快以及自
采尧联办比例的不断提高袁对员工的技能
要求还随之相应提高袁 他们积极延伸培
训领域袁改进培训方法袁建立激励机制袁
力求培训内容尧方式尧管理多样化袁讲求
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袁 严格培训质量
控制遥 以野创建学习型组织袁争做知识型
员工冶 为载体袁 快速推进了人才强企战
略袁全面启动了管理尧科技尧技工三支队
伍的素质培训遥

要要要着力创建学习型领导班子遥 公
司按照野政治素质好尧经营业绩好尧团结
协作好尧作风形象好冶的要求袁对公司所
有中尧 基层管理者进行了管理素质与管
理技能培训袁并到广西尧上海等地的优秀
企业参观学习袁进行经验交流遥同时对管
理者进行党性修养教育袁 从而建设起一
支政治强尧业务精尧作风正的能够驾御复
杂局面尧敢打硬仗的企业领导干部队伍遥

要要要积极提高科技人员业务素质遥
针对矿业专业技术人员匮乏的状况袁公
司一方面鼓励科技人员自学袁 加快技术
人才的培养步伐遥 另一方面采取企校联

合办学的方法袁 先后组织 员园苑名优秀员
工到长沙有色干部学校袁脱产学习袁使公
司的科技人员队伍不断壮大袁 业务素质
得到了有效的提升遥

要要要倡导做知识型技工遥 结合矿山
形势袁 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生产技能等
级培训遥一年来袁投入培训资金 员园园多万
元袁共开设计算机应用尧质量检验尧安全
生产知识等内容的培训班 苑源期袁外培和
内培员工 员愿园苑人次袁 员工培训率达到
远园豫以上遥 由于组织得力袁 培训效果显
著袁圆园园远年袁公司被授予野郑州市职工素
质教育培训基地冶称号遥

文化塑魂 建设和谐一流矿业

文化是魂袁管理是形遥该公司以开展
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为切入点袁 积极构建
和谐矿业遥去年 缘月份袁公司在积极开展
野八荣八耻冶荣辱观教育的同时袁结合企
业实际袁提出了野十荣十耻冶遥同时还进行
了争做文明员工尧文明家庭尧文明市民等
评比活动袁培养了员工的职业道德理念袁
提高了员工的职业道德修养遥

为建设文明尧和谐尧稳定尧向上的矿
山袁公司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遥一年来袁公司
举办了多项群众喜闻乐见尧丰富多彩的业
余文体活动袁成功举办了首届书法尧美术尧
摄影作品展和首届野矿业杯冶篮球比赛遥同
时袁公司还给员工创造了一个优美尧舒适尧
清洁的工作环境遥

沧海可填山可移袁
男儿壮志当如斯遥 新的
一年袁 他们更是满怀信
心袁昂首阔步袁再次吹响
了冲锋的号角遥 我们相
信袁 矿业分公司的明天
将会更加辉煌浴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肖明冤元旦前夕袁为了深
入推进冬季劳动竞赛袁 为冬季供汽提供良好的
外部条件袁 公司纪委副书记张克山带领河南分
公司生产运行部尧供应部尧物资配送中心等相关
部室人员到热力厂开展效能监察工作遥
随着冬季采暖期的到来袁 某些原煤供货商

不顾信誉袁采取野包饺子冶等不法手段袁私自降低
原煤的质量袁 给分公司冬季供汽工作带来了极
大的被动遥 去年 员圆月 缘日袁某原煤供货商供应
的 猿园多车共计 圆源园园多吨原煤袁 采取上层装合

格原煤尧下层装质差原煤的方法袁以次充好袁以
此蒙混过关袁 被热力厂原煤管理班和物资配送
中心的值班员工发现袁 当即汇报到分公司有关
部门遥在原煤堆场袁张克山一行详细听取了有关
单位的工作汇报遥听完汇报后袁张克山要求相关
部室和热力厂尧 物资配送中心要加强原煤装卸
的管理力度袁强化沟通袁必要时袁可以联合起来袁
拒绝这些质次的原煤入厂入库遥 张克山强调纪
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效能监察的作用袁 从源
头堵住管理漏洞遥

公司纪委到热力厂调研效能监察工作

从源头堵住管理漏洞

新年伊始袁碳素厂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入到清洁生产环境当中去袁他们通
过清理卫生死角袁使工作环境焕然一新遥 徐虹燕 刘海涛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