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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穴通讯员 夏杰华雪猿 月 员怨日袁长城铝第一期
基层管理人员培训班开班典礼在工学院举行遥副经理孟
若志尧人事部主任柴业平尧工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跃敏出
席了开班典礼遥 来自长城铝各二级单位的 猿苑名基层管
理人员将参加为期 员圆天的培训学习遥
在开班典礼上袁孟若志对参加培训学习的基层管理

人员提出了三点要求院员援参加学习的各位车间主任要带
着问题和矛盾点来学袁通过学习先进的管理知识袁化解
生产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袁学以致用袁运用现代化的管
理理念袁在生产岗位上不断发展和创新遥 圆援确保培训质
量袁通过培训袁做到内部交流袁外部学习袁达到互相交流尧
互相借鉴尧共同提高的目的遥 猿援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袁回
到工作岗位上袁 将学到的新的管理知识运用到工作中
去袁为长城铝快速尧跨越式发展作出贡献遥

本报讯 电解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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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袁以实际行动降本增效袁取得了瞩目的
成绩遥

电解一尧二尧三车间员工以保证新投产电解槽稳定安全运行尧节能降耗尧提高
电流效率为主要目标熏通过强化精细化管理尧安全生产及岗位作业标准袁对分子
比尧电解质水平尧槽电压尧阳极效应等影响生产的重要参数进行严格控制遥 同时袁
对氧化铝尧氟化盐等飞扬外泄的物料再回收利用袁有效地降低了生产成本遥 铸造
车间以确保大板锭生产任务为核心袁在员工中掀起了野优化生产指标袁提高大板
锭产量尧质量冶的生产高潮袁铝锭成品和各型号大板锭产品质量稳定提高遥检修车
间全力以赴启动新电解槽袁 确保了主体设备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和闲置设备的快
速启用袁圆远园台电解槽全部恢复生产遥阳极车间为确保新投产电解槽的阳极使用袁
克服种种困难袁保质保量完成了阳极生产任务遥运输车间结合野百日消防会战冶活
动袁加强对重点设备的消防安全检查袁完善了设备消防检查制度遥 渊邵昱冤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吴聚魁冤猿月
圆猿日袁 保卫消防中心召开了中铝郑
州企业两公司生活区创建治安模范
小区和文明街坊动员会遥为贯彻落实
创建和谐社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尧
群防群治的方针袁结合中铝郑州企业
两公司生活区的实际袁中心领导决定
在两公司生活区内开展野创建治安模
范小区和文明街坊冶活动遥 这次活动
的指导思想是院紧紧围绕中铝郑州企
业各项生产经营任务袁结合生活区的
实际情况袁夯实综合治理尧群防群治尧
物业及生活区的治安防范基础袁确保
生活区的安全遥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
是院员援降低发案率袁确保在看管巡逻
时间内不发生入室盗窃袁 不发生汽
车尧摩托车被盗案件遥 圆援看护时间内
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袁保证职渊员冤工
家属安居乐业遥

保卫消防中心主任姚松林在会
前指出院 活动要开展得扎实有效袁有
声有色遥 为了把活动搞好袁保卫消防
中心专门成立了创建活动小组袁制订
了考核与奖励办法遥

银猿月 圆愿日袁热力厂党委召开了
野三比一创冶推进会遥 渊张鹏冤
银猿月 圆愿日袁运输部车务段组织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了义务劳
动遥 渊李永艳 石山冤
银猿月 圆缘日袁保卫消防中心巡逻

队对部分人员进行了民兵训练遥
渊邢素琴冤

银猿月 圆源日上午 员园时许袁 物业
管理科职工发现三名形迹可疑人袁于
是跟随其后袁在其盗窃电动车电瓶得
手后袁将其当场抓获袁并将其移送公
安机关查处遥 渊韦根成冤
银猿月 圆圆日袁水电厂党委举办了

野认清形势尧创新发展冶黑板报展评活
动遥 渊陈智慧冤
银猿月 圆圆日袁保卫消防中心经济

民警大队对全体队员进行了 圆园园远年
绩效考评遥 渊吴高鹏冤
银猿月 圆园日袁研究所党总支组织

员工学习了形势教育文件遥
渊王晓霞冤

银猿月 员缘日袁总计控室召开了党
风建设工作会议遥 渊胡玉洲冤

银近日袁水泥厂制成车间与职工
签订了安全环保目标责任书遥

渊宋晓宾冤
银近日袁保卫消防中心经济民警

大队东南门岗队员利用工余时间把会
议室经打扫改成临时休息室袁 此举深
受广大提货人员的好评遥 渊王 骏冤
银近日袁 运输部车辆段组织员工

开展了工艺活动遥 渊马宝萍冤
银近日袁 热力厂锅炉车间组织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了义务劳动遥
渊张 鹏冤

银近日袁 为创建具有值班室特色
的野党员先锋岗冶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值班室各轮班值班长同车间领导一起
商讨规划创建预案遥 渊耿喜荣冤
银猿月 员远日袁运输部召开了 圆园园苑

年企业文化暨宣传工作会议遥
渊欧阳建设冤

银猿月 员远日袁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党支部组织员工认真学习了形式教育
宣传材料遥 渊王丽娜冤
银近日袁 保卫消防中心经济民警

大队南门岗党小组组织党员进行了义
务劳动遥 渊程 锦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检修站召开

了党员大会袁 对党风廉政建设及效能
监察工作进行了布置安排遥

渊渠文广冤

开发总公司

总计控室

野三比一创冶再深化 特色创建促发展
时跃华 郑国贤

本报讯 在野认清形势熏明确任务熏降
本增效熏创新发展冶大讨论活动中袁开发
总公司党委精心组织袁认真落实袁按要求
完成各阶段工作任务袁 在基层单位中形

成了较大声势袁确保了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大讨论活动的积极性尧主动性袁也使
各单位在节能降耗尧降本增效方面切实取得了成效遥
包装材料厂从备品备件修旧利废上下工夫袁对本单位主要设备之一的大

六梭专用备件进行重新修复再利用袁使该备件可延长两个使用周期袁每个周
期节约备件费用八千余元遥 该厂还将车间内的白炽灯全部更换为节能灯袁在
节水尧节油等方面也采取了有效措施袁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和物资消耗袁为企
业扩大赢利空间创造了条件遥总公司机关尧氧化铝厂劳动服务公司尧水电厂劳
动服务公司等单位在职工中大力开展节约一滴水尧一度电尧一张纸活动袁从细
微处入手袁降低了办公经费和生产成本袁增强了干部职工创建节约型企业的
思想和意识遥 碳素厂劳动服务公司尧电解厂劳动服务公司等单位为有效压缩
生产成本袁在不影响劳务质量的情况下袁从减少不必要用料尧节约边角料等方
面下大气力袁使企业的消耗逐渐减少遥 渊金慧玲冤

本报讯 研究所在节能降耗工作
中袁以降本为中心袁以降耗为主线袁加大
成本指标分析力度袁 找出最大支出项目
和对各项成本具有较大影响的基础项

目袁为河南分公司生产成本的降低和节能降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研究所强化和规范对设备的管理尧维护和保养袁为分公司节约了设备购

买费用遥如上个世纪 愿园年代中期从美国进口的光电直读光谱仪袁现已超期服
役 愿年袁在设备管理人员的精心维护保养下袁顺利通过了中国大型仪器光谱
仪的年检鉴定遥研究所负责的窑炉热工测定是分析耗能设备能源消耗构成的
重要手段之一袁他们通过自动化检测方法和仪表方面的调研尧应用研究袁进一
步提高了现场测定的自动化水平袁为分公司提高产品质量和资源尧能源利用
率袁提高大型耗能设备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提供了有力的数据遥 渊王晓霞冤

本报讯 进入 猿月份以来袁 总计控
室在大讨论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袁 创新
思路袁各单位都制订出具体措施袁以实际
行动掀起大讨论活动新高潮袁 确保全面

实现总计控室 圆园园苑年的方针目标遥
各车间班组加强了对现场在线各类仪表和自控系统的巡检维护力度袁对

突发问题袁都能及时予以解决袁确保了在线各类仪表和自控系统的正常运转袁
在线仪表运转率尧周检率和完好率都能达标袁为客户提供了高效优质的服务遥
计量车间努力克服检斤工不足袁积极开展红旗检斤点活动袁河南分公司进出
厂物资检斤及时准确袁检斤量再创新高遥 室有关领导和部门袁也深入基层袁走
访客户袁听取意见袁服务质量不断提高袁得到了用户的好评遥 渊胡玉州冤

汽车撞树袁人员被困袁消防队员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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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 月 圆园 日袁中
心幼儿园 圆圆班组开
展了安全演习活动遥
图为孩子们在老师
的组织下面对 野火
灾冶用湿毛巾捂住口
鼻袁进行逃生疏散演
习遥 赵玉红 摄影

本报讯 渊通
讯 员 王金霞 冤
近日袁从长城铝计
生办传来好消息袁
热力厂以计生工
作总分第 圆 名的
成绩荣获野中铝郑
州企业计划生育
先进单位冶称号遥

热力厂计生
办在厂党委的领
导下袁 严格管理袁
优质服务袁确保了
员工无违反计划
生育政策的事件
发生袁计划生育晚
婚晚育率尧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费发
放率均达 员园园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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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邢为华冤猿月 圆圆日晚 怨点 员缘分袁上街区洛宁路与新
安路交叉路口南 缘园米处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袁 造成 源人受伤并被困
在车内遥
保卫消防中心消防队接到 员员园指令后袁战斗二班班长赵阳率领消防队

员张黎尧孙新伟尧董松火速赶往事发现场遥 事故现场目不忍睹袁小汽车前脸
严重变形袁源名被困人员被卡在车内袁不断呻吟遥为
了在最短时间将被困人员救出袁消防队员用破拆工
具将车门撬开袁用手搬动车里的变形车座袁小心翼
翼地搬动被困人员的腿和身体袁与守候在一边的医
护人员一起将伤者抬上救护车袁送往医院救治遥
据目击者介绍袁小汽车驾驶员酒后驾车熏车速

较快袁撞到了大树上遥 渊邢为华 摄影冤

圆园园远年袁公司党委在两公司各级党
组织中开展了以创建 野特色党支部和党
员先锋岗冶活动为重点的野三比一创冶活
动袁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遥
一尧明确主题袁提出特色创建活动目标
公司党委确定创建 野特色党支部和

党员先锋岗冶活动的主题是院降本增效袁
持续发展袁构建和谐中铝郑州企业遥
创建活动的目标是院 在基层党组织

建设中袁以创建野特色党支部冶为重点袁通
过党支部工作制度化尧标准化建设袁进一
步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袁 使基层党组
织更具凝聚力尧战斗力和创造力曰在党员
队伍建设中袁以创建野党员先锋岗冶为重

点袁 把党的先进性建设融入党员的岗位
职责中袁 充分发挥党员在岗位上和班组
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遥
二尧创新载体袁精心设计创建方案
公司党委总结近几年开展 野创先争

优冶活动经验袁找准党建工作和企业生产
经营的结合点袁经反复研究袁以创建野特
色党支部和党员先锋岗冶活动为载体熏精
心设计创建活动方案遥
创建活动方案力求全面袁 把党建各

项工作力求纳入到创建活动中袁 对每个
项目都提出具体的尧可操作的要求遥如在
特色党支部内容设计上袁 把党支部的经
常性工作归纳为执行上级决议尧 党员教

育尧党员管理尧发展党员尧群团工作和基
础资料等 远个方面袁 单列一项 野基础工
作冶曰对野特色主题冶一项袁提出了三句话
具体要求院支部选择活动主题鲜明袁贴近
生产经营或工作实际袁 符合先进性建设
要求遥

突出特色袁 就是要求各单位根据本
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的特点袁 拟定活动主
题袁 落实管理和考核措施袁 建立活动园
地熏既定出了操作性要求袁又给基层党支
部比较大的发挥空间遥

强调生产工作业绩袁 就是把生产经
营或工作的成果作为考核的最重要的指
标袁设置 源园分袁占 源园豫的比重袁把党建工
作融入生产经营管理袁 克服了党建工作
和生产经营野两张皮冶现象遥

三尧精心指导袁促进创建活动的全面
开展

圆园园远年 源月和 愿月袁 公司党委组织
部牵头组织调研组对各党委渊总支冤创建
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两次调研指导袁及
时总结经验遥 怨月袁公司党委组织部在水
电厂召开了野特色党支部冶和野党员先锋
岗冶创建经验交流研讨会袁选出五个党支
部和两个党员先锋岗在会上作了典型经
验交流发言遥

四尧扎实开展袁促进了企业的和谐发展
在公司党委指导和推动下袁 创建活

动在各单位红红火火地开展了起来熏党
组织自身建设得到了加强袁 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袁 创建活动取
得了初步成效遥

员援党支部创建主题有特色
在创建活动中袁各党委渊总支冤认真

指导支部创建工作袁 结合各单位的主要
任务袁选准活动主题袁落实活动措施遥 如
水电厂供电车间党支部袁以创建野安全创
新型党支部冶为主题袁强化责任意识袁充

分调动全体党员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袁
确保了安全供电和我企业电网的稳定运
行遥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党支部以野构筑和
谐车间冶为主题袁建设公司连云港党支部
以塑造野出口窗口形象冶为主题袁运输部
车辆段党支部以野辆辆创优质袁列列保安
全冶为主题袁电解厂三车间党支部以野我
是党员我先进尧 降本增效创一流冶 为主
题袁消防队党支部以野打造过硬团队袁创
建消防安全服务型党支部冶为主题袁采取
不同的措施袁开展各具特色的创建活动袁
取得了突出的工作成绩遥

圆援创建党员先锋岗活动主题明确
在党员先锋岗创建活动中袁 党支部

细化岗位考核指标袁 把生产指标和党建
工作指标有机结合起来遥 如碳素厂调温
岗位开展 野党员岗位领先袁 指标不断创
优冶主题活动袁紧紧围绕产量尧质量尧成本
三大指标袁发挥党员带头作用袁岗位考核
指标月月列碳素厂前茅遥 水电厂电气试
验室高压试验班以争创 野技术服务型党
员先锋岗冶 为主题袁 水泥厂电修工段以
野创一流变电所冶为岗位争创主题袁热力
厂汽轮机岗位以野稳压供汽多发电冶为争
创主题袁岗位党员带头干袁职渊员冤工跟着
党员转袁岗位班组成为本单位模范班组遥

猿援创建活动促进了企业和谐发展
圆园园远年熏 中铝郑州企业获得了中铝

公司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全国野四五冶法制
宣传教育先进单位荣誉称号遥 河南分公
司主导产品氧化铝完成 圆猿园万吨袁 实现
产值 怨苑亿元袁同比增长 猿苑豫袁实现利润
圆愿亿元袁同比增长 源缘豫袁纳税 员愿亿元袁经
济效益和纳税总额蝉联全国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企业第一位遥 长城铝实现
产值 员员亿多元袁实现利润 远源园园多万元袁
同比增长 猿远豫袁 超额完成了中铝公司下
达的目标任务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刘晓宁 实习生 杨
苒冤彩球高悬袁礼花绚烂袁鼓乐震天噎噎
欢庆的场面在明媚的春光的照耀下袁为
生机勃发的上街区增添了一道美丽的
风景遥 猿月 圆愿日袁由亚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投资开发的亚星鸿盛新区住宅
小区在任庄隆重奠基遥

上街区副区长牛瑞华袁区人大副主
任李华道袁区政协副主席武家寅袁长城
铝副经理霍本龙袁矿业分公司党委副书
记尧工会主席秦和平袁河南亚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申亚伟袁亚星建
筑安装公司总经理张德安等人出席了
奠基仪式遥
申亚伟代表房地产开发商发表了

致词遥 他说袁亚星鸿盛新区占地 源圆园亩袁
总建筑面积 缘远万平方米袁 建成后将供
源园园园余户居民居住遥 小区设计水尧 电尧

暖尧太阳能齐全袁是亚星房地产在上街区
的又一力作遥 他表示要继续发扬亚星房
地产的企业精神袁精心施工袁把小区建设
成功能完备尧环境优美尧居住舒适的一流
小区袁并使其成为亮点工程遥

牛瑞华代表上街区领导发表了讲
话遥 他首先对亚星鸿盛新区的奠基表示
祝贺袁 并指出袁 亚星鸿盛新区的隆重奠
基袁必将促进上街区的经济发展袁他希望
建筑安装施工人员要高起点尧高标准尧严
要求袁精心施工袁打造现代化的新社区袁
为上街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贡献力量遥
在绚烂的礼花和欢快的乐曲声中袁

参加奠基仪式的领导为亚星鸿盛新区的
隆重奠基剪彩遥
上街区供电局尧 国土资源局尧 建设

局尧 市政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参加了
奠基仪式遥

亚星鸿盛新区隆重奠基

本报讯 渊实习生 王秋丽冤氧
化铝一厂二车间党支部通过认真
学习厂部 圆园园苑年党风建设和反腐
倡廉会议精神袁积极部署袁制订有
效措施袁将廉洁文化进班子尧进岗
位尧进家庭的野三进冶工作落到了实
处遥

车间在中心组和骨干人员中
层层签订了车间党风建设和反腐
倡廉责任书袁以野八大优良作风冶为
内容尧以野四好冶班子尧野特色党支
部冶的创建活动为主线袁大力在车
间中心组和骨干人员中开展学习

教育活动遥车间要求班子成员用廉
洁从业的六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
争做廉洁自律的表率袁弘扬新风正
气袁抵制歪风邪气袁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袁着力解决生产经
营中的突出问题袁提升班子的整体
形象遥
车间以创建和谐党支部尧和谐

车间为理念袁 创建廉洁文化示范
岗袁建立了企业文化宣传橱窗遥 在
各工序尧班组开展野争做廉洁人尧争
创廉洁岗冶活动袁广泛征集廉洁文
化格言袁刊登在内部刊物叶交流与

沟通曳上遥 发动全体员工积极参与
到创建廉洁文化的活动中袁增强了
车间的整体凝聚力尧战斗力遥

为了让廉洁意识深入到每个
班子成员心中袁车间要求班子成员
对家人和亲人作出廉洁承诺袁同时
邀请家庭成员对本人送上廉洁赠
言或廉洁寄语袁制作成具有岗位特
色的廉洁文化赠言尧寄语牌袁用亲
人的期盼时刻提醒自己廉洁自律遥

目前袁一种融洽尧和谐尧协作尧
共赢的生产氛围正在二车间广泛
形成遥

落实 野三进 冶促和谐

长城铝

举办管理人员培训班

救护人员在事故现场进行紧急抢救遥

时间就是生命袁救护人员迅速将受伤人员抬上救护车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平一行到基层检查党建工作遥

银 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