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源月 猿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物业科开展
了视频监视器技术培训遥 渊刘守义冤

银源月 圆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利用周一安
全例会开展安全用电知识讲座遥 渊耿喜荣冤

银源月 圆日袁 水电厂供电车间工会为鹏飞变
电站值班室安装了落地窗帘袁改善了员工值班环
境遥 渊綦飞冤
银源月 员日袁 水泥厂抽调部分党团员到包装

新线进行了义务劳动遥 渊宋晓宾冤
银猿月 猿员日袁长城铝关工委组织小学生到烈

士陵园开展了扫墓活动遥 渊夏春艳冤
银猿月 猿园日上午袁中铝郑州企业对预备役进

行了整组点验遥 渊宋晓勇冤
银猿月 猿园日袁氧化铝二厂沉降叶滤车间党支

部组织党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义务劳动遥
穴宋志强 董友贵雪

银猿月 圆怨日袁氧化铝一厂举行了廉洁从业承
诺书签字仪式遥 渊陈仁涛 马勇俊冤
银猿月 圆怨日袁实业开发总公司召开了党委中

心组读书思廉座谈会遥 渊金慧玲冤
银猿月 圆怨日袁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召开了

企业文化示范基地创建动员大会遥 穴安爱峰雪
银猿月 圆愿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幼儿园 圆圆

班组开展了野爱的延伸冶主题活动遥 渊赵玉红冤
银猿月 圆愿日熏工程公司党委为第一季度入党

的党员们集体过党日遥 穴罗志涛 张艳华雪
银猿月 圆苑日熏 运输部团委召开专题会议袁对

公司团委关于开展野居安思危强意识尧降本增效
促发展冶主题活动作出了具体安排遥 渊欧阳建设冤
银猿月 圆猿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举办了网络

协管员培训班遥 穴秦秀菊雪
银猿月 圆员日袁水电厂电讯车间召开了野企业

文化建设冶专题会议遥 渊薛树阳冤
银近日袁保卫消防中心在重要防范部位安装

了红外线报警器遥 渊费金旺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四车间党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学习了叶人民日报曳社论叶勤奋好学袁学以致
用曳遥 渊杨苒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党支部在全
体党员中积极开展了野三比一创冶活动遥

渊吴 芳冤
银日前袁保卫消防中心消防队组建了业余篮

球队遥 穴邢为华雪
银近日袁保卫消防中心经济民警大队召开班

组长会议熏要求各班组长发挥好野先锋军冶作用遥
渊尹万祥冤

银近日袁工程公司举办了管道化知识专题讲
座遥 渊陈志斌冤
银近日袁热力厂锅炉车间党支部广泛征求了

全体党员创建特色党支部的意见和建议遥
渊张鹏冤

银近日袁建设公司党委前往连云港党支部指
导工作遥 渊杨磊冤
银近日袁热力厂完成了民兵整组工作遥

渊杨吉吉冤
银近日袁机械制造公司铆焊车间党支部举办

了党员学习记录展评活动遥 渊张艳文 沈桂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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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袁如何开展文化建设袁是摆
在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
要课题遥 我认为袁企业文化建设应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遥

第一袁企业文化建设要从我国国情
出发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遥
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

业文化的根本原则遥用科学的理论武装
人袁就是用马列主义尧毛泽东思想尧邓小
平理论和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来武装
企业员工遥 我们在研究企业文化的时
候袁 必须牢牢掌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尧坚持改革开放的基
本路线袁要始终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放
在第一位遥 这就是说袁我们主张的企业
文化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企业文化袁
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企业文
化袁是坚持改革开放的企业文化遥

第二袁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是
要培育独具特色的企业精神遥

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和核

心遥 企业要有自己的企业精神熏它能激
励员工追求目标和树立崇高的价值观遥
前些年袁中国长城铝业公司从生产经营
的实践中概括提炼出广大员工认同的
野团结奉献袁争创一流袁为振兴我国铝工
业作贡献袁为发展长城铝作贡献袁为提
高员工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贡献冶的

野八字三贡献冶企业精神遥 近几年来袁随
着中国铝业成功实现境外上市袁我们又
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野励精图治袁实勤
公高树形象曰创新求强袁与时俱进谋发
展冶的核心理念袁以此激励员工袁鼓舞斗
志袁 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袁为
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打下了坚

实的思想基础遥
第三袁企业文化建设要塑造良好的

企业形象遥
塑造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建设的

外在表现袁 其本质是建立企业的信誉遥
首先袁从树立产品形象抓起遥 因为良好
的产品形象是塑造企业形象的核心遥分

公司批量生产的 员源种主要产品全部获
得省优以上称号遥 其中氧化铝尧氢氧化
铝尧倩氧化铝和重熔用铝锭获国家银质
奖袁远销美尧日尧澳及东南亚等 员园 多个
国家和地区曰碳阳极产品先后出口至俄
罗斯尧美国尧土耳其尧印度等国家遥 这使
我们的产品得到欧美等国家的认可和

肯定袁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遥其次是培养树立员工群体形象遥近
几年来袁中铝郑州企业多名员工先后获
得河南省尧中铝公司劳模等荣誉称号和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袁多个二级单位被授
予省尧国家级文明单位称号曰中铝郑州
企业先后荣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尧普法

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和河南省优秀思想
政治工作企业等称号遥
第四袁企业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并

处理好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遥
企业文化建设不仅要与经营管理

相结合袁 而且要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
合遥 在实际工作中袁两者应在以下两个

层次上结合院一是作为载体而结合遥 要
根据企业和员工需要袁积极开展为企业
中心工作服务的主题活动尧满足员工精
神需要的文娱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遥二
是作为渠道而结合遥当前加强和改进企
业思想政治工作袁 重要的是拓宽渠道袁
开展新途径袁使之真正落实到企业经营
管理工作之中袁给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
经营管理相结合提供桥梁袁 疏通渠道袁
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生产尧 经营尧管
理结合得更加紧密遥
总之袁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袁应以

培育企业精神为核心袁 以员工为主体袁
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新观念结合起来袁把思想政
治工作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袁建设有企
业特色的企业文化遥

在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
进程中袁 氧化铝一厂围绕和谐工厂尧和
谐车间尧和谐班组的构建袁做出了不懈
的努力袁 一次次创造出优异的业绩袁成
为构建和谐企业的一串串嘹亮的音符遥
一尧发展生产袁筑牢和谐基石
近两年来袁由于铝土矿资源的激烈

争夺袁 进场铝矿石铝硅比由 圆园园员年的
员圆以上迅速下降到了现在的 苑左右遥矿
石品位的下降给氧化铝生产带来了难
以想象的困难院矿耗升高袁赤泥产出率
升高袁随之带来了碱耗尧汽耗尧电耗等消
耗的增高遥 在这种境况下袁氧化铝一厂
猿园园园名员工上下同心袁精细操作袁发挥
拜耳要混联法氧化铝生产工艺的优势袁
取得了辉煌的业绩遥今年前 猿个月袁累计
生产氧化铝 猿怨援猿万吨以上遥在产量大幅
提高的同时袁保持氧化铝生产的平稳运
行袁指标持续优化袁出厂氧化铝一级品
率同比提高 圆援怨苑个百分点袁吨氧化铝工
艺能耗同比降低 愿园公斤标煤袁 矿耗尧碱
耗同比基本持平袁备件费尧检修费等野三
费冶实现较好控制水平遥
二尧抓班子袁带队伍袁把稳和谐航向
只要拥有一支高素质员工队伍袁就

能应对一切挑战遥 氧化铝一厂始终以领
导班子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为重点袁紧
紧依托野四好班子冶尧野三比一创冶尧野特色
党支部冶尧野党员先锋岗冶等争创活动袁取
得了可喜成绩遥 圆园园远年袁八车间尧空压站
圆个车间尧 管道化一系统主控室等 缘个
班组率先成为分公司命名的首批企业
文化创新示范基地遥
氧化铝一厂始终把党员领导干部

的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放在构建和谐企
业的重要位置遥每逢节日袁氧化铝一厂各
级管理者以及班组长以上生产骨干都会
收到厂党委尧纪委发送的廉洁短信袁时刻
提醒大家珍惜自己的岗位遥春节前夕袁氧
化铝一厂向各级管理者赠送了印有家庭
生活温馨时刻和廉洁警语的贺年卡袁让
廉洁文化走进家庭遥 猿月 圆怨日袁氧化铝
一厂举行了重点班组廉洁从业承诺签字
和宣誓仪式袁积极推行廉洁文化野三进冶
工作渊进班子尧进岗位尧进家庭冤袁全方位
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遥

圆园园远年袁氧化铝一厂领导班子被中
铝郑州企业命名为首批 野四好班子冶袁厂
党委再次被中铝公司党组命名为优秀基
层党组织遥 厂纪委连续 缘年获得公司纪
检监察先进单位称号袁 厂工会连续 缘年
荣获公司工会优秀基层委员会称号曰氧
化铝一厂 猿 次获得郑州市五一劳动奖
状袁圆园园远年首次获得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状遥

三尧送关爱袁多沟通袁弹奏和谐强音
多年来袁 氧化铝一厂通过班组长培

训尧班组指标星级挑战赛尧班组工作创新
赛等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以及承办省尧
市技能竞赛等袁 搭建了多种使员工展示
技艺尧贡献才能尧成就事业的平台遥

要要要猿 年时间培训近 源园园 名班组
长遥

要要要在合理化建议工作中袁源年来袁
野张延松预热器清洗法冶尧野杨景周种分分
解率优化调控法冶等 愿项操作法尧检修法
以个人名字命名袁 在全厂同工种中得到
推广遥

要要要猿年来袁先后有王卫华尧赵显武
等 远名员工在省市技能竞赛中获得省市
技术状元称号和省市五一劳动奖章曰先
后有 圆苑苑名员工通过了各级职业技能鉴
定熏被破格聘为氧化铝一厂首席员工袁享
受奖励津贴遥

要要要厂 野爱心互助基金冶 成立 缘年
来袁共救助重病尧大病员工 缘怨人次袁金额
达到 圆愿援缘万元遥

要要要野三室冶改造袁共投入资金 圆园园
多万元改善员工操作室尧更衣室尧休息室
环境袁完成野三室冶整修 圆员猿间渊套冤遥

沟通是桥袁交流是梁遥氧化铝一厂的
内部刊物 叶党员教育曳尧叶氧化铝通讯曳以
其图文并茂尧贴近员工和生产袁成为员工
喜闻乐见的读物袁成为上情下达尧下情上
知的有效媒介和载
体遥 圆园园苑年袁氧化铝
一厂又添新举措袁为
员工集体过生日袁以
简单而热烈的方式
再架一座沟通了解尧
交流协作尧构建和谐
的桥梁遥

上下同心 齐抓共干 构建和谐
要要要氧化铝一厂构建和谐企业纪实

阴 高惠民

企业文化建设初探
阴 董连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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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源 月 猿 日上午袁公
司党办主任陈申贵一行来到保卫
消防中心袁对该中心党委 圆园园远年
度党建工作及野四好冶班子建设和

野三比一创冶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调研遥
调研过程中袁保卫消防中心党委书记尧主任姚松林围绕本单位 圆园园远年度

党建工作及野四好冶班子建设和野三比一创冶活动开展情况作了介绍遥检查调研
组对中心党委党建工作进行了打分测评袁同时还就公司今后党建工作的开展
征求了书面意见遥
检查调研组就中心党建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遥他们还实

地察看了野特色党支部冶建设和野党员先锋
岗冶创建情况袁对一些基础材料进行了检查
审阅袁并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遥 穴季承锋雪

本报讯 源月 猿日袁公司党委组织部
部长时跃华一行来到机械制造公司对该
公司野四好冶班子创建和野三比一创冶活动
进行检查调研遥
检查组在听取了该公司党委书记韩

任三对深入开展野四好冶班子创建尧深化
野三比一创冶活动的汇报后袁对该公司领导
班子的政治素质尧团结协作尧作风形象等
方面的表现进行了民主测评袁对基层党组
织好的做法尧遇到的问题以及员工的思想
状况进行了调研遥 随后袁检查组详细查看
了该公司党委的党建工作资料遥 检查中袁
检查组来到该公司铆焊车间党支部袁该支
部书记沈桂霞结合本单位实际袁就如何深化野三比一创冶活动袁推进野特色支
部冶尧野党员先锋岗冶创建活动等情况进行了汇报遥
检查组对机械制造公司党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袁 并提出了宝贵意

见遥 渊张艳文冤

本报讯
源 月 猿 日袁公
司党委组织
部部长时跃

华等有关人员来到热力厂检查 野四好冶领
导班子建设和野三比一创冶工作遥
热力厂党委书记李守明代表党委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展示了热力厂创建
工作的成就和业绩袁围绕创建特色尧亮点尧
效果等五个方面作了重点汇报遥时跃华一
行还到各车间分别对特色党支部和党员
先锋岗创建工作进行了详细检查遥
最后袁时跃华充分肯定了热力厂领导

班子带领全体员工在去年生产经营中所
取得的成绩袁特别是今年保压供汽期间为
分公司氧化铝生产和中铝郑州企业全体
职渊员冤工家属生活用汽所作出的巨大贡
献遥他还对热力厂开展野三比一创冶活动提
出了具体要求院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袁充分发挥一线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袁激发全体员工投入生产的积极
性袁构建新时期党建的新局面袁确保分公
司今年方针目标的全面实现遥 渊肖明冤

圆园园苑 年一季
度袁水泥厂党委在
全厂开展了野降本
增效尧 党员先行冶
立功竞赛活动遥活
动的主题是野挖潜
降耗袁 降本增效袁
党员先行袁示范引
导冶遥 立功竞赛活
动对每名党员建
立台账袁适时对优
秀组织单位和先
进个人进行表彰
奖励遥

图为竞赛活
动的一个场面遥

王玉焕 摄影

图 片 新 闻

近日袁 运输部机动车间组织全体
女工进行了义务劳动遥 图为女员工正
在清理澡堂遥 王欣欣 摄影

近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物业科
在门岗处安装了车辆安全防护栏袁消
除了管理人员的安全隐患遥

李纯利 摄影

源月 猿日袁 热力厂燃化车间党支
部组织党尧团员进行了义务植树遥

尹全法 乔翠莹 摄影

猿月 猿园日袁运输部工会组织了副
科级以上管理者体能测试活动遥

欧阳建设 摄影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邓广顺 杨冬花冤集党务尧政务为一体
的综合信息通讯刊物叶工程风采曳受到广大基层员工喜爱袁是工
程公司生产经营建设尧科技创新成果尧员工精神面貌的真实写
照袁更是鼓舞干劲尧凝聚力量尧增强信心尧相互沟通尧共同提高的
媒体窗口遥 叶工程风采曳自创刊以来袁一直坚持野服务员工尧融入
生产尧苦练内功尧提升素质尧外塑形象尧开拓创新冶的宗旨袁将镜
头尧笔头对准工程公司常规检修大修工程尧重点技改工程和降
本增效尧合理化建议尧小改小革工作及企业文化创建等热点焦
点袁真正做到了服务一线袁宣传一线遥

叶工程风采 曳聚焦工程人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继军冤源 月 圆 日袁后
勤服务管理中心领导
召开专题会议袁针对两
公司职 穴员 雪工代表在
今年职 穴员 雪代会上提
出的有关后勤服务工
作方面的建议提案进
行了专题研究讨论遥他
们对职 穴员 雪工代表提
出的涉及旧区改造尧产
权证发放尧小区物业管
理尧水电暖管理等方面
的提案共 猿猿项逐一进
行研究袁对每一项提案
都进行了认真详细的
解答反馈袁并对该中心
办公楼前拐弯处服务
亭影响交通视线等问
题立即下达了拆除指
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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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国华 宋志
强冤 猿 月 圆苑 日袁 氧化铝二厂举行了以
野降本增效尧 创新发展冶 为主题的演讲比
赛遥
举办这次演讲比赛旨在让二厂的广

大员工能更好地认清形势袁 明确任务袁
在生产经营和日常工作中树立降本增效尧
勤俭节约的主人翁意识袁 为中铝郑州地
区两公司的创新发展和氧化铝二厂实现
砂状氧化铝生产的全面达标达产作出更
加积极的贡献遥

来自二厂一线生产车间和机关部室
的 员圆名选手参加了比赛遥

氧化铝二厂举行

野降本增效尧创新发展冶演讲比赛

氧化铝一厂举行重点班组员工廉洁从业承诺签字和宣誓仪式袁 为构
建和谐企业打基础遥 高惠民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