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缘月 怨 日袁分公司企业文化部
组织有关人员就员工着装情况进行
了检查遥 渊张 鹏冤

银缘月 怨 日袁水泥厂制成车间开
展了消除安全隐患卫生大扫除遥

渊宋晓宾冤
银为配合中铝郑州企业做好宣

传工作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维修公
司于 缘 月 怨 日为各单位做黑板 猿园
块遥 渊吴智峰冤

银缘 月 愿 日袁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党支部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了
义务劳动遥 渊王丽娜冤

银缘月 愿 日袁保卫消防中心消防
队召开了防汛工作会议袁 为两公司
防汛抢险工作做好准备遥 渊石东山冤

银缘月 愿 日袁建设公司举办了六
大员取证培训班遥 渊杨 磊冤

银缘 月 愿 日袁氧化铝一厂检修站
开展了保安全尧降成本尧增效益袁争
创党员先锋岗活动遥 渊渠文广冤

银源月 猿园日袁 工程公司召开了

野劳动光荣 技术崇高冶 庆五一座谈
会遥 渊邓广顺冤

银源 月 猿园 日袁 运输部隆重举行
了迎五一升国旗仪式遥 渊欧阳建设冤

银源 月 圆愿 日袁 水电厂电讯车间
举办了野消防知识讲座冶遥 渊薛树阳冤

银源 月 圆苑 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
心党委召开了廉洁文化野三进冶活动
推进会遥 渊刘继军冤

银近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物业
科绿化班开展了技术比武遥

渊刘守义冤
银近日袁开发总公司在开展为春

蕾女童捐赠书籍活动中袁共捐赠图书
员苑苑怨册遥 渊金慧玲冤

银五一前夕袁水泥厂召开了庆五
一劳动模范座谈会遥 渊付 强冤

银五一前夕袁保卫消防中心经济
民警大队开展了节前安全大检查遥

渊王学钊冤
银近日袁保卫消防中心经济民警

大队在开展捐书助学活动中共捐书
籍 员猿园 余册遥 渊杨永平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四车间开展
了廉洁文化进班组活动遥 渊杨 苒冤

职渊员冤工旧生活区改造相关知识问答
编者按院广大职渊员冤工关注的旧区改造工作已全面启动袁这项工作的开

展对本地区城市面貌的改善和职渊员冤工居住条件的提高有着重大意义遥现就
职渊员冤工及家属对旧区改造的相关问题分期给予解答遥

一尧为什么要全面开展旧区改造工作钥
答院旧区住房袁年代久远袁已失去维修的价值袁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袁职

员冤工的生活水平已不满足于原有旧区的居住条件遥旧区改造符合国家房改
政策袁符合郑州市及上街区的有关规划规定遥为此袁我们应抓住时机尽快完成
旧区拆迁改造工作遥

二尧旧区改造的计划是怎样安排的钥
答院根据区政府对城区改造的总体规划袁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袁计划在 源年

内对 员怨愿园年以前的旧房全面实施拆旧建新袁早拆尧早建尧早受益遥 旧区成片开发
中哪片先搬出袁哪片先进行袁具体规划图设在后勤服务管理中心一楼大厅遥

三尧职工在搬迁过渡期间如何安置钥
答院搬迁过渡期间由住户自行解决过渡住房遥 中铝郑州企业按照住户原

住房情况袁给予每月 员间 员缘园元尧圆间 圆园园元尧猿间 圆远园元的住房过渡补贴遥
四尧因经济状况袁搬迁户购房困难怎么办钥
答院考虑到住户的经济状况袁在职职渊员冤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及使用公

积金贷款遥老职工如不愿意购新房袁也可以与儿女置换住房袁同时可以与其他
职渊员冤工住房户调整住房袁房管部门也可以协助职渊员冤工调整旧房遥

五尧新建住房价格因素是如何确定的钥
答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房改制度的不断深化袁企业建房已自然取消

了各项补贴遥为此袁企业的建房价格也将综合市场因素尧建筑原材料和人工工
资及上缴税费等因素而相应逐年增长遥

六尧上街区周边楼盘的市场价是多少钥
答院 上街区周边楼盘的市场价约为院 多层住宅价格 员苑园园元 辕 皂圆至 员怨园园

元 辕評袁小高层住宅价格 圆圆园园元 辕評至 圆缘园园元 辕評遥
七尧建小高层对搬迁户有何优惠钥
答院企业考虑到旧区老职工经济困难袁对搬迁户购买小高层的一至四层

推出优惠价 员员愿园元 辕評渊楼层系数院一层垣员园 元 辕評尧二层垣员圆元 辕評尧三层垣员源
元 辕評尧四层垣员愿元 辕評冤袁以满足不同搬迁户职渊员冤工的需求遥 渊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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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综合

近年来袁 热力厂以确保氧化铝安全
压均衡供汽为中心袁以科学发展尧自主
新为主线袁 有效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
力袁连续多年保持野河南省文明单位冶
野全国青年文明号冶渊燃化车间除盐水
岗位冤称号袁厂党委连续多年荣获公司
进党委称号遥 圆园园远 年袁热力厂荣获郑
市五一劳动奖状袁 领导班子被中铝郑
企业首批命名为野四好冶领导班子遥

自主创新 增强保驾护航能力

近年来袁 热力厂在全厂深入开展了
为构建和谐中铝郑州企业作贡献冶活
围绕构建和谐企业尧和谐车间尧和谐
组大做文章遥
目前袁锅炉连续排污水发电项目尧球

机和高压给水泵状态检测及集中控制
目尧 锅炉富氧燃烧项目等一大批具有
内先进水平的科技项目的投用或即将
用袁 为热力厂和分公司全面构建和谐
业提供了强大的保障遥圆园园远年与 圆园园员
相比袁 河南分公司氧化铝产能和产量
了一番袁 而热力厂在基本没有新增大
的主体设备的情况下袁 蒸汽产量净增
怨援源万吨袁 自发电量净增 愿愿缘怨援员万千
时袁 为分公司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
件遥去冬今春的 源个月时间里袁热力厂
汽产量比去年同期增产了 员圆援员远 万
创历史最高纪录袁全力保证了家属区
暖用汽袁 超额完成了分公司下达的生
任务遥
另外袁 热力厂还积极为存续企业生

分忧解难遥近年来袁热力厂先后将 远至
锅炉水膜除尘器改造为电收尘器袁
中 远至 愿号锅炉配套建设了粉煤灰浓
气力输送系统袁 每年可为长城铝水泥

厂输送粉煤灰 缘万多吨袁 每年还为长城
化工提供 苑万多吨质优价廉的蒸汽遥

改善环境 增强企业发展动力

在生产经营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
同时袁 热力厂更注重环境整治和美化袁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袁努力改善作
业环境遥

改造野三室冶袁营造和谐野家冶文化遥
圆园园远年袁 热力厂先后投入 圆园园多万元对
全厂一线岗位的 员缘源间更衣室尧操作室尧
值班室等房屋进行了全面装修改造袁为
苑园园 多名员工配备了更衣柜和凳子袁为
源园多个班组配备了报架尧书籍尧微波炉等
学习生活用品袁 统一配置了 缘匹冷暖空
调柜机遥 广大员工也自己动手创建了文
化长廊袁添置了花卉等绿色植物袁以实际
行动为浓浓的野家冶文化建设锦上添花遥

清洁生产袁提升和谐品位遥 近年来袁
热力厂大力实施清洁生产袁积极筹措资
金袁 将 远至 愿号锅炉水膜收尘全部改建
为电收尘袁 收尘率由过去的不足 怨园豫提
高到现在的 怨怨援愿豫袁 保证了锅炉烟尘稳
定达标排放遥 同时袁通过科技内部招标袁
热力厂先后完成了锅炉厂房负压收尘
装置和煤场喷雾抑尘系统等环保项目袁
极大地改善了员工作业环境袁岗位粉尘
合格率全面达标遥

和谐共赢 强化社会责任能力

和谐是一种境界袁 共赢是一种智
慧遥 热力厂始终把确保大局尧造福社会
作为企业发展的宗旨袁不断加大科技投
入袁 努力探索和实践循环经济模式袁以
实际行动履行着作为中央企业所承担

的社会责任遥
针对 员 号灰渣场渗漏问题 袁圆园园远

年袁 热力厂设计建设了两套渗水回收系
统袁将大坝渗水全部打回灰渣场内袁为生
产回水的再利用创造了条件遥 在此基础
上袁 他们又对灰渣管道和回水管道进行
了技术革新袁 将灰渣场回水全部用于水
膜除尘遥通过改造袁热力厂生产用水逐步
形成了灰渣场要要要厂区要要要灰渣场的闭
合循环系统袁 灰渣场生产回水二次利用
率达到 员园园豫袁实现了 园排放尧园污染遥

在不断扩大环境保护成就的同时袁
热力厂还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遥 圆园园远年 怨月 圆园日袁热力厂与峡窝镇

魏岗村举行了村企共建签字仪式袁 这是
中铝郑州企业首家村企共建单位遥从此袁
村企双方本着野共兴共荣尧共建共赢冶的
原则袁加强村企沟通与合作遥热力厂积极
帮助魏岗村民维修农具和农机袁 送去各
种致富信息袁帮助销售水果等农副产品遥
魏岗村村民主动参与热力厂所属的分公
司新建 圆号灰渣堆场试车工作袁 主动为
热力厂提供生活水源袁 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遥村企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袁为构建
和谐企业注入了新的内涵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吴聚魁冤近日袁保卫消防中心在两公司生
活区开展了创建野治安模范小区冶和野文明和谐街坊冶活动遥为使创
建工作健康开展袁保卫消防中心主任姚松林明确提出要求院要把
创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袁确有实效遥

楼管办为了落实中心领导指示精神袁采取了六项措施院一是
加强队伍建设遥 他们整顿队伍袁调整充实人员袁把年龄偏大袁身体
不好的 员源位老同志调整下来袁把 员远 位体力强尧思想素质好尧乐于
奉献的内退职工充实到队伍中来袁补充了新鲜血液遥 二是调整值
班看护巡逻时间袁加强中午午休和傍晚看护巡逻袁着重解决这段
时间丢失摩托车尧电动车尧自行车等问题遥三是制订硬性指标和考
核内容袁建立信息互通袁每月定期召开会议袁传达上级指示袁部署
下月工作袁对发案较多或发案不报的街坊尧小区进行通报袁情节严
重的进行经济处罚遥四是加强劳动纪律袁加大检查考勤力度袁对迟
到早退尧上岗不戴标志的要扣分袁作为年终考核依据遥对旷工缺岗
的袁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直至解聘遥五是把原来的坐岗看护袁改为
猿 人一组 袁
由 组 长 带
队袁定时尧定
点尧定区域尧
定职责 尧定
人员进行巡
逻看护遥 六
是加大宣传
报道力度 袁
通过报纸 尧
电视台宣传

安综合治理尧 群防群治工作
出现的好人好事袁同时袁创建
动要让生活区居民家喻户
人人皆知袁共同参与遥

保卫消防中心经济民警大队办公楼岗现有职工 猿缘名袁 平均年
龄 圆猿周岁袁其中党员 员猿 名尧团员 圆圆 名袁是经济民警大队一支特别
能吃苦尧特别能战斗尧特别能奉献的青年集体遥他们主要担负着维护
中铝郑州企业机关办公楼的安全保卫工作袁 为两大公司领导及职
渊员冤工提供优质服务袁是中铝郑州企业的形象岗位之一遥 他们先后
荣获了郑州市五一文明监督岗尧公司野青年文明号冶尧五一创新示范
岗等荣誉称号袁圆园园远 年被公司工会记集体二等功遥

图淤 为了美化办公楼环境袁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努力遥
图于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袁从我做起遥
图盂 积极参加义务劳动遥
图榆 朝气蓬勃的青年文明号集体遥

摄影报道 徐宏昶 吴高鹏

五一前夕袁中铝郑州企业召开了庆五一表彰大会袁对两公司涌现出的
劳模进行了隆重表彰袁营造了野劳动光荣袁知识崇高袁人才宝贵袁创造伟大冶
的良好氛围遥笔者深为中铝郑州企业劳模具有中国工人阶级吃苦耐劳勤勤
恳恳工作的传统美德与追求知识化劳动完美相结合的创新精神所感动遥感
动之余袁笔者就在想院什么是劳模精神钥 我们应该向劳模学习些什么钥

从近年中铝郑州企业评选出的劳动模范中袁我们就可以看出袁模范无
一不是勤勤恳恳袁埋头苦干袁热爱本职工作袁以企业为家袁工作起来废寝忘
食袁脏活累活抢着干袁中国工人的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遥不
但如此袁更可贵的是袁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知识经济袁他们又迎难而上袁自
觉地学习现代管理知识和科技知识袁不断给自己充电袁努力使自己适应市
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袁从而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袁这更值得
我们每个员工学习和仿效遥

英国思想家培根有一句名言院知识就是力量遥在进入知识经济的今天袁
企业之间的竞争袁就是人才之间的竞争袁而人才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知识的
竞争遥野物竞天择袁适者生存冶袁是自然界的竞争规律袁同样也适应现代社会袁
知识经济时代必然要淘汰那些只会出力流汗而知识贫乏的人袁而给掌握丰
富知识的人提供广阔舞台遥 因此袁我们要想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持续快速地
发展袁不被时代淘汰袁别无他路可走袁唯有像劳模那样袁自强不息袁坚忍不
拔袁自觉地使自己知识化袁做一个知识型职工遥 我们向劳模学习袁达到他们
那样的高度袁是要有点精神袁需要百折不挠尧刻
苦钻研尧勇于创新尧无私奉献的精神遥

和 谐 筑 就 发 展 坦 途
要要要热力厂全面构建和谐企业纪实

阴 肖明

用青春的誓言抒写服务企业的华章
要要要经济民警大队办公楼岗创建市级野青年文明号冶纪实

以沟通 促和谐
以和谐 促发展

阴 王秋丽

知识化劳动更光荣
阴 马义林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赵双峰冤源 月 圆远 日至 圆苑
日袁公司党委举办了两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遥 公
司党委常委尧组织部部长时跃华出席开班典礼并讲
话遥

时跃华在动员讲话中指出院 参加学习的同志要
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袁 要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袁
加强思想修养和党性锻炼曰要身体力行野三个代表冶重
要思想袁自觉落实科学发展观曰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尧
人生观和价值观袁提高自身素质和对党的认识袁以积
极的人生态度投入到生产工作实践中去袁为促进中铝
郑州企业生产经营和各项方针目标的实现袁为中铝郑
州企业的快速尧健康尧和谐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遥

入党积极分子学习了叶党章曳总纲尧党员必备条
件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的组织制度等方面内
容袁并进行了考核测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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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月 圆苑 日熏水泥厂举办了野劳动模范风采冶 板报展遥通过对劳动模范先进事
迹的展示袁全厂掀起了一个学先进尧比先进的新高潮遥图为公司工会副主席孟德
正与水泥厂领导共同观看展出遥 付强 摄影

为创建野治安模范小区冶袁后勤服务管理中
心举行了防盗窃演习遥 图为演习现场遥

韦根成 摄影

淤 于 盂

榆

近年来袁氧化铝一厂二车间党支部围绕氧化铝生产和厂部工作目标袁在
车间开展野以沟通促团结袁以团结促和谐袁以和谐促发展冶为主题的特色党支
创建活动袁使和谐在每位员工心中扎根遥

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袁车间认为沟通是关键遥 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和
项活动的开展都是在与员工有效沟通的基础上进行的袁通过开展班组星级指
挑战赛尧公开竞聘值班长尧在全车间征集企业文化格言尧面向基层做好廉洁文
野三进冶工作等活动袁为员工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袁增强了员工的主人翁意识遥

为使员工们感受到车间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袁车间领导经常深入班组袁关
员工生活袁及时掌握基层员工的思想状况袁帮助员工解除思想包袱袁解决工作
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遥车间还经常举办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来活跃员工
生活遥 一年来袁车间通过举办野和谐杯冶乒乓球赛袁迎春娱乐活动袁慰问离退休
员和内退职工袁为在职员工过集体生日袁为员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等措施袁来
心实意地关心每一位员工袁使员工们在这些细小的活动中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关怀袁从而激发了他们敬业爱岗袁争作贡献的工作热情遥

沟通凝聚力量袁沟通促进和谐遥通过开展和谐车间创建活动袁和谐思想已
在二车间每一个员工心中扎根遥 现在袁二车间班子团结了袁人心稳定了袁整个
间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尧团结进步的精神遥 圆园园远 年袁车间克服铝矿石品位大
度降低尧设备产能不足的严峻形势袁以 猿远猿援圆 万吨的磨矿量完成了氧化铝生
所需的野三浆冶供应任务袁各项生产指标也不断创新遥 配料丁班在星级指标挑
赛中获得大满贯的称号袁创造了配料史上的新纪录袁也是二车间有史以来的
一次曰格子磨工序在车间领导下积极开展科技攻关袁获得了氧化铝一厂创新
果奖第一名要要要格子磨运转率创新成果奖遥进入 圆园园苑年以来袁车间在去年取
的成绩上又不断克难攻坚袁产量和指标创出一个又一个新高袁有效地缓解了
备产能不足引发的生产瓶颈问题袁保证了车间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遥

创
建
治
安
模
范
小
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