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落
实公司党委工作部署遥 氧化
铝二厂党委结合 圆园园苑 年生
产经营工作目标和砂状氧化

铝生产实际袁围绕野认清形势袁明确任务袁降本增效袁创新发
展冶大讨论活动袁重点做了以下工作院员援以两段法砂状氧化
铝生产为中心袁不断优化生产组织和工艺技术方案袁挖掘
生产工艺潜力袁同时提高大型设备的有效运转率和关键工
序的通过能力袁实现节能降耗尧提质增效袁确立野四个探索袁
四个完善袁四个提高冶的生产组织思路袁确保完成全年砂状
氧化铝生产任务遥 圆援坚持野以人为本袁新厂新办冶的工作思
路袁以点检制为核心的设备管理尧新型劳动组织模式基础
上的个体绩效管理等创新管理工作袁 努力实现标准化尧信
息化管理遥 猿援不断优化经济技术指标袁确保现金成本完成
河南分公司下达的二档指标袁力争达到三档指标遥 源援加大
健康安全环保力度袁实现全年重大人身尧设备尧生产事故为
零的工作目标遥 缘援继续加快技术创新力度袁针对砂状氧化
铝生产的薄弱环节和工艺设备中的瓶颈问题袁大力开展技
术攻关袁为砂状氧化铝生产创造良好的工艺尧设备操作条
件袁从而实现砂状氧化铝生产的野达产达标冶遥 远援围绕进厂
大宗原材料和蒸汽尧水尧电等重点消耗指标袁加大监察尧检
查力度袁倡导节约意识尧成本意识袁利用多种形式袁深挖内
部潜力袁努力实现节能降耗尧增收节支的目标袁确保生产成
本持续优化袁使 圆园园苑 年生产任务再上新台阶遥 苑援积极贯彻
两级员代会精神袁并将其落到实处袁确保完成分公司下达
的全年生产经营任务遥 愿援将大讨论与企业文化发展理念的
推广结合起来袁开展野节能降耗尧降本增效冶演讲比赛袁积极
培育特色文化袁构建和谐企业遥 渊刘国华 宋志强冤

本报讯 连日来袁 运输
部党委紧密围绕运输生产中
心工作袁深入开展大讨论袁有
效激发了广大员工参与活动

的积极性袁确保活动落到实处遥
各支部结合运输生产实际袁 紧密围绕成本管理中心袁

积极倡导降本增效袁从细微之处降成本遥 该部车务段围绕
降成本尧压停时渊路局车冤尧创新指标等主题袁有针对性地开
展野保运行尧促生产冶竞赛袁实行野以钩计奖冶尧野以车计奖冶袁
把指标落实到每一个班组尧每一个岗位袁真正做到千斤重
担人人挑袁人人肩上有指标遥工务段围绕野党员建线达标冶袁
开展了野降本增效袁党支部争先袁党员岗位争先袁党员争先冶
活动袁引领和带动广大员工形成心往一处想尧劲往一处使
的强大向心力尧凝聚力和发展合力遥 汽车队围绕提高生产
效率袁降低生产成本袁增加经济效益袁保证客户服务质量袁
开展了野圆源 小时承诺服务冶袁做到用户随叫随到袁随到随
吊袁压缩在线车辆装卸作业时间袁保证了分公司氧化铝等
主导产品的及时发运遥 大讨论活动的开展袁充分调动了广
大员工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和创造性袁促进了运输
生产建设的快速发展袁为运输生产实现首季野开门红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遥 渊欧阳建设冤

本报讯 后勤服
务管理中心在大讨论
活动中袁以正面教育和
职工自我教育为主袁注

重抓落实尧求实效袁使大讨论活动初见成效遥
幼儿园制订了创建市级示范园的工作目标袁坚持走具有长城铝特色的办

园之路袁不断扩大在上街区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力遥 房地产管理科按照上街区
政府城建的总体规划袁积极探索旧区成片改造的新路子袁对条件成熟的楼房
有计划地进行拆旧建新袁为职渊员冤工创造良好和谐的生活环境遥 维修公司发
扬野宁愿一人脏袁换来千家净冶的精神袁在春节前袁对 圆圆 街坊尧猿圆 街坊等 缘 个
生活旧区容易发生下水堵塞的管网和窨井进行了疏通和清理袁受到了居民群
众的称赞遥热能供应公司在保证职渊员冤工洗浴的同时袁精心操作袁维修供暖设
备遥近期袁他们维修供暖设备 缘员远 次袁抢修外网供暖管道 圆员 处袁保证了职渊员冤
工家属的正常供暖遥 物业管理科加强生活小区的安全防范工作袁圆源 小时不间
断进行安全巡逻袁在做好门卫登记工作的同时袁利用双休日在鸿元小区开展
便民服务活动遥 由于春节临近袁液化气供应十分紧张袁燃气公司多方协调袁以
保证中铝郑州企业职渊员冤工春节用气遥 圆 月 圆 日袁充装班全体职工为确保厂
东三个供应点供应不中断袁 牺牲中午休息时间连班干袁 共充装液化气 员缘源缘
瓶袁大大缓解了各
供应点的供气压
力遥 渊马义林冤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季承锋冤近
日袁保卫消防中心党委为强化形势教
育袁结合自身实际袁在各支部和业务
职能科室开展了一系列保卫服务主
题实践活动熏 掀起了形势教育活动新
高潮遥 民警大队党支部紧紧围绕河南
分公司氢氧化铝返流程生产袁展开了
题为野保畅通促生产袁打造绿色服务
通道冶的门卫管理工作遥 消防队党支
部针对春季厂区工程施工多尧 散尧乱
不利因素袁大力开展了消防知识宣传
野六进冶活动袁营造优质的消防服务遥
治安巡逻队围绕厂区道路交通和生

产车间治安环境的实际情况袁相继开
展了野规范厂区物流交通整治冶和打
造野厂区道路平安畅通工程冶等活动袁
确保生产物料和产品快速进出厂区
以及职渊员冤工行车安全遥 治安科根据
国家尧省尧市有关打击自行车偷盗专
项整治活动精神袁结合企业内部治安
状况袁着手制订有关方案袁按照野找规
律尧查线索尧排隐患尧强防范冶的专项
活动整治总要求袁努力开展了自行车
偷盗专项整治活动袁切实为企业生产
经营健康快速发展和职渊员冤工人身
财产安全发挥保驾护航作用遥

保卫消防中心党委

开展保卫服务实践活动

猿 月 远
日袁 氧化铝一
厂空压站为女
工购买了 野安
康互助保险冶遥
图为车间工会
主席为女工发
放保险单遥

张静 摄影

猿 月 员圆 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
植树遥 王丽娜 赵志峰 摄影

几年来袁水电厂野领导倡廉尧典型导廉尧活动促廉尧
阵地育廉尧制度保廉冶五措并举袁努力培育廉洁文化袁
为构建和谐水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遥

员援领导倡廉袁增强廉洁文化的影响力遥领导干部以
身作则袁带头学廉尧思廉尧倡廉是培育廉洁文化的关
键遥 水电厂党委中心组坚持有计划有重点地安排廉洁
教育内容袁不断提高理论水平袁先后学习了胡锦涛尧吴
官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反腐倡廉的重要讲话袁学
习了野八荣八耻冶尧野四个珍惜袁四个防范冶等重要论述遥
同时袁厂党委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袁班子成员坚
持分工协作尧集体领导袁自觉做到野到位不越位袁补台
不拆台冶袁增进了班子团结袁增强了凝聚力遥

圆援典型导廉袁增强廉洁文化的感染力遥厂党委先后
组织观看了叶郑培民曳尧叶任长霞曳和叶王宝森的两面人
生曳尧叶慕尧马大案曳等正反典型教育录像袁开展学习先
进典型事迹和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警示教育活动袁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遥

猿援活动促廉袁增强廉洁文化的吸引力遥党员承诺保
廉洁遥 厂党委要求全体党员郑重承诺自觉做到野安全
无违章袁成本无浪费袁质量零缺陷袁服务零距离冶遥 广大
党员认真践行承诺袁实践先进性标准袁充分发挥了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遥
源援阵地育廉袁增强廉洁文化的渗透力遥厂党委在基

层车间创建了野班组文化长廊冶袁开辟了叶班组文化小
论坛曳等栏目袁先后以野我与廉洁文化冶尧野永葆共产党
员的先进性冶尧野廉洁之声冶等为主题开展活动遥 叶小论
坛曳对于培养勤政廉政意识尧凝聚员工力量尧培育团队
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缘援制度保廉袁增强廉洁文化的约束力遥 首先袁厂党
委根据叶中铝郑州企业建立教育尧制度尧监督并重的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具体实施意见曳 的文件精神和要
求袁成立了水电厂惩防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袁并制订下
发了具体实施意见袁先后出台实施了叶水电厂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办法曳等制度遥 其次袁全面推行厂务
公开和班务公开袁以此作为加强班组建设尧培育廉洁
文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遥 坚持做到奖励办法公开尧个
人考勤公开尧奖罚原因公开尧分配结果公开遥 第三袁明
确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职责袁层层签订野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责任书冶袁明确廉政工作职责袁做到横到
边尧纵到底尧层
层包保遥

首先袁讲一段故事遥 说是一野县太爷冶出巡袁令仆人随从遥 仆
人走在前头袁县令不悦道院你怎么走在我的前头袁真不晓事遥 仆
人走至后边袁走不几步袁县令又站住了袁道押你是让老爷我为你
开道不成钥 仆人随后又上前几步与老爷并行袁可那县太爷又恼
怒了院你是何等身份袁怎能与本老爷并排而行钥 故事讲到这里袁
出一问题院仆人该怎么走钥

现代社会袁像县太爷这么刁钻的野官冶们少见了遥 但位置是
个权力的象征袁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遥 开会你该
坐哪儿袁发言你该先还是后袁一群人你该走前还是走后袁乘车你
该坐前排还是后排袁都是有讲究的遥 该在哪在哪袁否则袁轻则遭
人耻笑袁重则遭到训斥遥

其实袁从本质上来讲袁位置是一种责任遥 野在其位谋其政冶袁
正确地理解看待位置袁就应该做到以下三个方面遥

第一袁要正位不要错位遥 正位袁就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袁找
正自己和人民群众尧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遥干部对群众袁你的位置
就是公仆曰党员对组织袁你的位置就是野普通一兵冶遥

第二袁要到位袁不要缺位遥 到位就是尽职尽责曰不缺位就是
不失职尧渎职袁不推诿责任和过失遥 勇于承担责任很重要遥 一个
领导要勇担责任袁为群众谋利益袁为下属创造宽松的环境袁就会
赢得尊重袁就是工作到位遥

第三袁要补位袁不要越位遥 补位就是在自己职责范围内袁不
管哪个位置出现空档袁都能及时补上去袁避免重大损失曰不越
位袁就是对自己职责范围以外之事不乱插手袁瞎掺和遥工作讲配
合袁但不能野越俎代庖冶遥

银猿 月 员猿 日袁 氧化铝一厂四车间
组织员工参加了义务劳动遥 渊杨苒冤

银猿 月 员圆 日袁 氧化铝二厂在厂区
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活动遥

渊宋志强 胡标冤
银猿 月 员圆 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

车间积极组织员工学习了 叶形势任务
教育宣传材料曳遥 渊安爱峰冤

银猿 月 员圆 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党支部召开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
作专题会议遥 渊王丽娜冤

银猿 月 怨 日袁水电厂电讯车间组织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了义务劳
动遥 渊薛树阳冤

银猿 月 怨 日袁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
间组织团员青年参加了厂团委组织的
植树活动遥 渊刘延庆冤

银猿 月 怨 日袁热力厂召开了组织宣
传统战工作会议袁总结了 圆园园远 年的工

作袁部署了 圆园园苑 年的工作遥 渊肖明冤
银猿 月 怨 日袁氧化铝一厂一车间党

支部到运输部车辆检修车间进行了企
业文化建设经验交流遥 渊马勇俊冤

银猿 月 愿 日袁运输部开展了声势浩
大的植树活动遥 渊欧阳建设冤

银猿 月 远 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党
委对廉洁文化野三进冶活动进行了部署
和安排遥 渊马义林冤

银近日袁 热力厂锅炉车间组织员
工学习了形势教育宣传材料遥 渊张鹏冤

银近日袁 为进一步增强经警队员
的身体素质袁 提高经警队员岗位履职
能力袁 保卫消防中心经济民警大队开
展了以野树形象尧提素质冶为主题的军
事训练活动遥 渊尹万祥冤

银日前袁 经济民警大队认真做好
氢氧化铝返流程回烧服务工作熏确保运
送氢氧化铝车辆顺利通行遥 渊吴高鹏冤

银日前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幼儿
园 圆圆 班组获得了公司 圆园园苑 年 野五一
巾帼示范岗冶称号遥 渊吴芳 赵玉红冤

正 确 看 待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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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梁涛冤 猿 月 苑 日上午袁河南陆军预备役高炮师二团召开了党
委渊扩大冤会议遥郑州市市委常委尧市委组织部长尧预备役高炮师副政委兼该团第一政
委姚待献袁长城铝副经理尧该团副政委孟若志袁公司武装部部长尧该团副参谋长姚松
林袁预备役二团各级主官尧中铝郑州企业预任军官代表和全体现役官兵一百余人参
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孟若志作了述职报告遥 圆园园远 年袁中铝郑州企业强化全员国防意识教育袁规
范预备役连队管理袁狠抓预编官兵军事训练袁大力支持预备役队部基础设施建设袁认
真履行国防义务袁实现了企业发展与预备役建设野双赢冶的和谐局面遥

姚待献就下一步预备役团队的建设讲了话遥他强调院要认清形势袁增强建设过硬
的预备役部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曰要真抓实备袁努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水平曰要优化
环境袁积极推进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曰要加强对预备役建设的组织领导袁各级要切
实履行职责袁积极发挥预备役部队在野三个文明冶建设中的作用遥

会前袁与会人员参观了河南陆军预备役高炮师二团训练基地袁观摩了九连官兵
的双三七高炮操炮表演遥

右图为与会人员参观河南陆军预备役高炮师二团训练基地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邵昱冤猿
月 愿 日袁电解厂党委召开了党风
廉政和反腐倡廉工作会议遥 电
解厂党委紧紧围绕野提产降耗尧
降本增效尧 和谐发展冶 中心工
作袁以构建惩防体系为主线袁认
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袁抓好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袁有
效开展效能监察袁 大力倡树廉
洁文化袁 为电解厂生产经营管
理和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保
障遥

党委要求党员和各级领导
干部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袁围绕生产袁着力解决员
工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袁 坚持
标本兼治袁强化廉政责任袁突出
反腐重点袁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
和治理腐败遥 对今后的工作袁党
委提出了三项措施院一尧统一思
想袁 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和反腐
倡廉工作的重要性袁 认真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曰二尧积极
开展效能监察工作袁 充分发挥
民主监督作用曰三尧以树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工作重
点袁加强思想教育袁扎实推进廉
洁文化建设遥

河南陆军预备役高炮师二团召开党委渊扩大冤会议

实现企业发展与预备役建设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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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厂五措并举

大 力 培 育 廉 洁 文 化
王余善

日前袁笔者深入到氧化铝一厂采访袁在素有
三八女子岗之称的管道化车间熔盐炉岗位了解
到院 管道化溶出在氧化铝生产的发展过程中是
至今为止最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一种生产工
艺袁 而熔盐炉岗位是为管道化溶出提供最重要
的热能源的遥 这里有最精密的仪表袁最繁杂的工
艺流程袁还有在整个氧化铝生产中最高的温度遥

然而袁就是这群年轻的女工袁她们靠自己的双手
和聪明才智袁托起了管道化生产的半边天袁为河
南分公司的建设和中国
铝业的发展默默地作着
贡献浴

渊摄影报道 孟友
光 吴芳冤

燃 烧 的 青 春
要要要记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三八女子岗

朝气勃勃的女员工遥

认真操作袁 一丝不苟遥 分析情况袁 万无一失遥

氧化铝一厂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氧化铝二厂

运 输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