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猿圆园园苑 年 缘月 圆缘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 裴志成
电话院园猿苑员原远苑圆怨缘缘猿圆 耘原皂葬蚤造押憎燥造燥灶早糟怎灶枣怎 岳员圆远援糟燥皂

 小报头1.TIF
 not exist!

政工综合

银缘 月 圆猿 日袁 氧化铝二
厂举办了党风廉政建设讲座遥

渊宋志强冤
银缘 月 圆圆 日袁 保卫消防

中心经济民警大队开展了义
务劳动遥 渊陈鑫冤

银缘 月 圆员 日袁 氧化铝一
厂空压站开展了 野节能减排冶
献良策活动遥 渊张静冤

银缘 月 员缘 日袁 热力厂党
委中心组学习了胡锦涛在中
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遥 渊肖明冤

银缘 月 员缘 日袁 机械制造
公司铆焊车间党支部组织党
员开展了生产突击活动袁为车
间生产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
础遥 穴宋志辉雪

银缘 月 员源 日袁氧化铝一
厂八车间党支部组织党员观
看了反腐片叶贪婪的代价曳遥

渊王丽娜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电气

车间党支部开展了 野廉言警
句冶征集活动遥 渊袁媛冤

银近日袁热力厂检修车间
员工积极参加了 野廉言警句冶
征集活动遥 渊王艳冤

银近日袁热力厂锅炉车间
开展了企业文化用语征集活
动遥 渊张鹏雪

银近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
心物业科鸿元班组被公司工
会授予 野五一创新示范岗冶称
号遥 穴蒋丽萍冤

银近日袁机械制造公司党
委举办了车间党支部委员培
训班遥 渊丁丽萍 刘建喜冤

银近日袁在工程公司党委

开展的党员野每季一星冶活动
中袁有 缘 名党员荣获野每季一
星冶称号遥

渊邓广顺 杨冬花冤
银近日袁开发总公司党委

举办了党支部书记培训班遥
渊金慧玲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管道
化车间党支部组织员工开展
了野认清形势袁明确任务袁降本
增效袁创新发展冶大讨论遥

渊安爱峰冤
银近日袁运输部车辆段组

织全体党员参加了义务劳动遥
渊马宝萍冤

银近日袁运输部机动车间
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了反腐
倡廉文件遥 渊王欣欣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八车
间三工序开展了班组交接协
调法活动遥 渊耿喜荣冤

碳素厂自 员怨怨怨年首次生产出口碳阳极以来袁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袁 目前出口碳阳极种类已突
破 圆员个品种袁 年出口创汇在两千多万美元以上袁
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碳阳极出口企业和全国有色金
属行业碳素制品出口创汇基地遥

一流的产品就需要有一流的员工队伍去创
造遥 近年来碳素厂工会在着力构建和谐企业的新
形势下袁积极为员工办实事尧办好事袁建立温馨和
谐的员工之家袁把营造以人为本的野家冶文化融入
到企业的经营建设当中去遥

充分发挥工会在生产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遥
为了充分发挥工会在生产建设中的积极作

用袁该厂工会紧紧围绕生产经营中的重点尧难点等
薄弱环节袁结合该厂实际情况袁组织开展野降本创
效袁超越自我冶为主题的劳动竞赛活动袁对获野降本
创效袁超越自我冶指标挑战赛的优胜单位袁在劳动
竞赛宣传栏中公示遥通过开展劳动竞赛袁该厂形成
了单位之间比贡献尧班组之间比指标尧员工之间比
效率的良好氛围袁 不仅鼓舞了广大员工的工作热
情袁而且达到了提高产品质量尧降本创效的效果袁
为实现生产目标奠定了基础遥

为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袁挖掘潜力和智慧袁
近几年来该工会持续开展了合理化建议和群众性
小改小革活动袁 并成立了合理化建议领导小组及
评审委员会袁 编制了合理化建议及小改小革工作
程序遥仅 圆园园远年 员年就收集合理化建议 员苑员苑条袁
采纳 圆愿圆条袁实施 缘苑条遥其中袁获厂部五等奖以上
的有 猿圆条袁为企业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遥

关爱员工袁营造和谐企业野家冶文化遥
多年来袁 该厂工会时刻围绕生产经营建设开

展创新工作袁以树立为员工办实事为主线袁以建立
温馨和谐的人本文化为落脚点袁 把员工之家建设
与企业文化建设以及人本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袁
赋予员工之家新的内涵遥企业关爱员工袁员工热爱
企业袁上下一心袁携手共进袁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袁
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遥

厂工会在关心尧 体贴员工的工作中始终坚持
做到帮扶要感情到位尧服务到位尧救助到位袁为真
正把体贴和关心员工工作落在实处袁 工会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和创新袁制订了野碳素厂服务员工六项
具体规定冶即院

员援厂部为每位过生日的员工定做蛋糕 员份遥
圆援员工因病住院袁工会将组织有关领导和人

员前往探望遥
猿援员工结婚袁可领取旅行箱 员 个袁并安排至少

两名厂领导参加婚礼袁送礼金 圆园园元以示祝贺遥
源援员工渊含内退职工和退休人员冤及其父母不

幸去世袁各分会应及时通知厂工会袁以便组织到家
中慰问 渊家住郑州以外或偏远地区的及违反丧葬
政策的除外冤遥并代表党政工敬献花圈遥 在职员工
还可享受 圆园园元的慰问金袁 并安排至少 员 名厂领
导参加追悼会袁 要求所在单位工会主席主动协助
处理丧事遥

缘援员工家中如发生不幸造成生活困难袁厂工
会将给予一定的困难补助金遥

远援做好季节性为一线员工送温暖活动遥
该厂工会的建家思路是为员工办好事尧实事袁努力营造野家冶的氛围遥每逢

工过生日袁送去的生日蛋糕上都附有厂党政工领导的亲切祝词袁并在野碳素人
网站上送上一句温馨的祝福话语遥 该厂还在此项工作上又进行了创新袁建立
野祝福员工生日短信平台冶袁以手机短信方式向每位过生日的员工发一份野生
祝福冶的短信遥 这一份份祝福里都透着碳素厂对员工的一片挚爱的心遥

关爱和服务于员工是工会始终坚持的中心工作袁为员工送温暖积极做好
暑降温是每年的一项重要工作遥 该厂工会筹集经费 远援缘万多元袁为全厂 愿园园
名员工购置了纯净水遥同时袁厂工会还成立了夏季送凉甜活动服务小组袁坚持
天由服务组成员为一线高温岗位送纯净水袁使广大员工深深地体会到院送水
事虽小袁体现的却是全心全意为基层服务的作风遥在 圆园园苑年公司工会评选的
工最满意的 员园件实事当中袁这件小事却被评为了员工最满意的实事遥

关心员工疾苦尧 体贴员工生活也是该厂党政工领导始终坚持的工作作风
只要是员工生病住院尧家中有特殊困难袁厂党政工领导都要前去看望袁使员工
受到野家冶的温暖遥仅去年 员年就看望员工生病住院 苑远人次尧红白事 远怨人次袁
年为结婚员工购买慰问品等累计 圆源员源园元袁慰问困难员工 缘园余人次袁向特困
工发放慰问金 远源园园元遥为了保证女员工的身体健康袁工会还为每位女员工购
了女工安康互助保险遥

丰富野家冶庭成员的文化生活袁培育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遥
为营造气氛浓郁的企业文化袁该厂积极开展有利于员工身心健康的文体

动袁成立了 猿个体育协会院乒乓球协会尧太极拳协会尧篮球协会遥目前乒乓球协
有会员 员愿人袁太极拳协会有会员 员远 人袁篮球协会有会员 远园人遥 该厂工会还
各个车间配备了健身器材袁充分利用员工健身房组织员工利用工余休息时间
行锻炼遥 他们将办公楼旧的花房改建成了一个 圆怨愿 平方米的活动室袁配置了
身器械尧乒乓球台遥 圆园园苑年 员月份袁还专门举办了女子拉丁舞培训班袁请来专
教练为女工教拉丁舞遥 缘 月份袁
又举办了陈氏太极拳训练班遥
这一切使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上
了一个新的档次遥

圆园园远年袁氧化铝产量尧产能尧资产总
和销售收入均比上市前的 圆园园员 年翻
一番曰实现利润是 圆园园员年的 缘园 倍袁上
税费是 圆园园员年的 苑倍曰产品综合能耗
圆园园员 年降低 圆园豫以上袁万元生产总值
耗同比下降 圆园豫以上曰 资产剥离后的
续企业积极转变观念袁深化二次创业袁
先在中铝公司母体企业中实现扭亏为
增盈能力位居中铝公司母体企业前

噎噎健康快速发展的中铝郑州企业再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遥 缘 月 员愿 日至 员怨
由新华社河南分社尧人民日报尧中央
民广播电台尧 经济日报驻河南记者站
河南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资深记者组成
联合采访团到中铝郑州企业进行采访
流遥 这是重组改制以来中铝郑州企业
待的人数最多尧 规格最高的一次采访
在听取了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在节

减排尧自主创新尧结构调整尧党建工作
有关情况的介绍后袁 联合采访团一行
现场尧进班组袁深入到企业基层进行了
地采访和参观遥

员愿日下午袁驻豫新闻媒体赴中铝郑
企业联合采访交流会在银都宾馆召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王熙慧尧王
建尧李天庚尧张维华尧崔平尧吕子剑尧纪
出席交流会袁 两公司相关职能部室负
人和部分二级单位党政领导参加了交
会遥
会上袁 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平代表两

司党政工领导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
对驻豫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对中铝郑

企业的热切关注和大力支持表示感
他希望各大新闻媒体能够一如既往

关注尧支持中铝郑州企业的发展袁也希
双方能够加强沟通和交流袁增进了解袁
深友谊遥 为进一步了解中铝郑州企业
概况袁 联合采访团一行观看了关于两
司生产经营尧 改革发展以及党建和企
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专题片遥随后袁河南
公司副总经理吕子剑代表河南分公司
细介绍了企业在节能减排尧自主创新尧
全管理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曰 长城铝
经理张维华代表长城铝介绍了企业通
改革改制尧 二次创业实现扭亏增盈方
的做法和经验曰 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

时跃华代表公司党委简要介绍了两公司
以开展野四好冶班子创建尧野三比一创冶尧特
色党支部创建和贯彻落实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长效机制等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党
建工作情况曰 公司工会副主席孟德正代
表公司工会介绍了野创五一品牌尧实施四
项工程冶的做法和经验遥

员怨 日上午袁阳光明媚袁清风和煦遥 在
两公司有关部室领导的陪同下袁一大早袁
联合采访团一行来到中铝郑州企业体育
场袁 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文体爱好者的太
极拳练习遥 看到广大职渊员冤工良好的精
神风貌和整齐划一的表演练习袁 联合采
访团的记者们一致称赞中铝郑州企业的
文体活动开展得蓬勃向上尧有声有色袁起
到了凝心聚力尧促进和谐的作用遥

来到河南分公司水电厂袁 联合采访
团一行深入到电气实验室和供电车间的
企业文化创建示范基地参观了该厂的党
建和企业文化建设遥
安全提示卡尧 党员承
诺尧 每月一星评选等
独具特色的党建和企
业文化建设活动内容
令各大媒体的记者们
纷纷驻足袁仔细观看遥
特别是员工自己动
手尧 自编自创制作出
的图文并茂尧 内容丰
富的班组文化长廊袁
引起了各大媒体记者
们的极大关注遥 他们
认真阅读了文化长廊
的内容袁 一致认为该
厂的企业文化建设切
合实际尧特色鲜明袁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遥 在
供电车间袁 联合采访
团一行认真听取了该
厂厂长高锡新所作的
关于企业节水节电相
关经验介绍遥

随后袁 联合采访
团一行来到氧化铝二
厂遥在厂史展览室袁他
们认真观看了河南分

公司的厂区沙盘模型袁 了解了企业从
员怨缘愿年勘探选址尧开工建设到其后的挖
潜扩建尧 改革改制和以人为本超越创新
的发展简史遥在该厂多功能会议室袁他们
观看了叶铝是怎样炼成的曳科普专题片遥
在主控室袁 该厂副厂长曹彦卓向他们简
要介绍了企业在依靠科技创新节能降耗
方面的先进经验袁 并着重介绍了企业坚
持科学发展尧 深化自主创新所取得的一
系列成果遥 他们还到生产工艺流程现场
进行了实地参观遥参观完毕后袁河南日报
经济新闻部副主任尧 主任记者于亚男感
慨地说袁几年前袁我曾到这里采访袁当时
那些落后而简陋的设备如今已经看不到
了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工艺完善尧设备先
进尧管理科学尧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工厂袁
相信中铝郑州企业的明天会更好遥

接着袁 联合采访团一行来到河南省
文明单位运输部袁 听取了该部主任王文

军所作的关于清洁生产方面的经验介
绍遥 随后袁他们深入到车辆段内制动班尧
外制动班尧 内钩班等班组参观了该部的
特色党支部创建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袁
还兴致盎然地观看了员工李凡以标准化
操作进行车辆列车装备作业的表演遥 观
看完毕后袁 各大媒体的记者由衷地赞扬
了该部围绕工作实际开展的卓有成效的
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遥

短短两天时间的采访袁 中铝郑州企
业在生产经营尧企业管理尧节能减排尧自
主创新以及党建和企业文化等方面的突
出成绩袁 给联合采访团的记者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遥他们一致表示袁中铝郑州企
业不愧为郑州市乃至河南省工业企业的
排头兵袁 一定要把中铝郑州企业的亮点
工作宣传出去尧推广出去袁支持企业做大
做强遥

媒 体 在 这 里 聚 焦
要要要驻豫新闻媒体联合采访我企业

阴 本报记者 刘晓宁 实习生 杨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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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渊员冤工旧生活区改造相关知识问答
八尧搬迁户如何进行排序选房钥
答院搬迁户的楼层是根据长城铝搬迁文件中排序售房办

法进行选房定位的袁排序按照一方参加工作时间先后进行遥
九尧新建住房的户型有哪些钥
答院根据国家建房的相关政策要求袁多为两居室 怨园評左

右的住房袁配有部分三居室 员园园評住房遥 住房结构布局合理袁
具有前瞻性尧实用性遥

十尧新建住房多层住宅楼是否建复式结构钥
答院根据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搬迁户职渊员冤工的需求及

复式结构的合理实用袁 新建住房的多层住宅建复式结构袁并
建有半地下储藏室遥

十一尧新建小区及住房的规划和设施如何钥
答院新建小区是布局合理尧配套设施先进齐全尧环境优

美尧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型居住小区遥 小区还充分利用原有的
地形尧地物和地貌袁克服过去野兵营式冶规划布局的呆板和单
调袁使住宅整体布局灵活袁运用较为先进的建筑材料和建筑
风格袁将广场绿地空间与建筑空间相结合袁塑造人性化的户
外空间和住宅遥

十二尧为什么要建高层住宅钥
答院旧区老职工多袁只有建高层住宅袁配置了电梯袁才能

满足老职工的需求遥根据测算袁只有建设适量高层住宅袁才能
完全安置旧区居民遥 同时适当设置高层住宅袁可以建设地下
车库袁满足居民远期需求袁提高住宅区综合品质遥

十三尧为什么说目前是进行旧区改造的最佳时机钥
答院目前袁上街区政府对旧区改造工作非常支持袁给予很

多优惠政策遥 但是袁国内一些城市已明令停止单位建设自用
房遥鉴于此袁如果政府政策发生变化袁我们将失去旧区改造的
最佳时机遥 渊完冤

氧化铝一厂企业文化部主任
涂鸿运

圆园园苑 年袁 氧化铝一厂企业文化
创新野示范基地冶创建工作袁将紧密围
绕生产管理中心工作袁贯彻以野安全
文化建设为基石袁以成本文化尧质量
文化建设为两翼冶 的创建工作方针袁
做到野三个结合冶遥 即院与促进基层管
理水平的提高相结合袁与改善工作环
境相结合袁 与提升员工素质相结合遥
在全厂范围内大力推广 野示范车间尧
班组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袁定期对创
建车间进行指导袁 及时掌握进度袁为
圆园园苑 年方针目标的实现提供良好的
文化氛围遥

氧化铝二厂企业文化部主任
臧涛

圆园园苑年袁 氧化铝二厂创建企业
文化创新野示范基地冶工作袁将根据分
公司的统一部署袁 做到五个结合院一
是与企业生产建设紧密结合曰二是与
二厂野快乐工作尧健康生活冶的理念和
野家文化冶建设有机结合曰三是与指标
优化尧 砂状氧化铝生产以及节能减
排尧 降本增效等创新工作相结合曰四
是与工业旅游和青少年科普教育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相结合曰五是与
提升基层管理平台建设相结合遥创建
过程中袁将突出自身特色袁推动创建
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遥

电解厂企业文化科科长
王吉

圆园园苑年袁 电解厂企业文化创新
野示范基地冶 创建工作思路与措施是押
一是坚持野贴近基层尧贴近员工尧贴近
实际冶的野三贴近冶原则遥 二是开展征
集理念小故事尧班组文化论坛尧亲情
寄语尧员工野话与画冶尧野四比一争冶竞
赛等活动遥 三是确定主题袁照准切入
点遥 四是分层次进行科级以上干部尧
班组长和员工文化理念培训袁增强管
理者和员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
感遥 五是将一线员工创作的理念小故
事等编辑成书袁固化企业文化建设成
果袁发至各班组袁弘扬先进文化遥

碳素厂企业文化科科长
梁文洲

圆园园苑 年袁碳素厂要通过开展企
业文化创新野示范基地冶创建活动袁
把企业文化融入到日常管理工作
中袁真抓实干袁做出成效遥 一是实施
文化战略袁塑造形象工程袁做到全员
参与袁广泛认同袁自觉实践遥 年度内
圆个车间尧源个班组力争达到 野示范
基地冶标准遥二是紧紧围绕生产经营
目标袁结合实际开展创建工作遥三是
开展企业理念宣讲活动袁 引导员工
增强市场意识尧 成本意识尧 竞争意
识袁 以良好的工作质量确保良好的
产品质量遥

运输部企业文化科科长
徐南平

运输部 圆园园苑 年的创建工作袁主
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院一是选准创建主
题袁明确创建目标遥 创建工作主题明
确为野安全和谐尧优质服务冶遥 创建目
标是院员个以上车间尧缘个以上班组达
到野示范基地冶标准遥二是创新活动形
式袁丰富活动内涵袁保证目标实现遥三
是加强创建过程管理袁夯实创建工作
基础遥我们要及时对申报试点车间和
班组创建过程进行指导和督促检查袁
完善创建规划尧主题内容尧形式尧资料
等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袁提升运输部
整体创建水平遥

热力厂企业文化科科长
赵红岩

圆园园苑 年袁 热力厂创建工作的思
路和措施是院 一是通过大力开展主
题鲜明尧 形式多样尧 内容丰富的企
业文化活动袁 营造良好氛围曰 二是
紧密围绕热力厂生产经营中心袁 结
合热力厂实际袁 开展理念宣讲尧 理
念故事会尧 座谈讨论尧 报告会尧 企
业文化宣传月等系列活动袁 普及分
公司理念袁 扎实推进基层文化建设曰
三是通过培育和谐文化尧 安全文化尧
成本文化尧 质量文化尧 劳模文化等袁
将员工思想统一到完成热力厂的方
针目标上来袁 为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作贡献遥

水电厂企业文化科科长
王余善

圆园园苑 年袁 水电厂将坚持 野巩
固尧 创新尧 融合尧 提升冶 八字方
针袁 扎实开展创建工作遥 野巩固冶袁
即固化成果遥 野创新冶袁 一是创新
文化主题和形式袁 二是将创新贯穿
企业文化创建工作的始终遥 野融
合冶袁 坚持五个不动摇院 一是坚持
结合实际不动摇袁 二是坚持贴近生
产不动摇袁 三是坚持融合管理不动
摇袁 四是坚持员工参与尧 员工认同
不动摇袁 五是坚持务实创新不动
摇遥 野提升冶袁 通过创建工作袁 真
正实现提升员工素质尧 提升管理水
平尧 提升经济效益的目的遥

机械制造公司企业文化科科长
刘建喜

圆园园苑 年袁 机械制造公司企业
文化创新 野示范基地冶 创建的工作
思路是院 以深化打造 野诚信机械冶
品牌为载体袁 大力推进企业文化创
新 野示范基地冶 创建遥 工作措施院
一是制订出 圆缘 项改进和深化打造
野诚信机械冶 的工作措施袁 提升整
体创建水平曰 二是大力推进示范车
间尧 班组创建活动曰 三是实施专项
考核袁 保证创建工作的落实曰 四是
进一步开展形式多样尧 富有实效的
理念宣讲活动曰 五是在指导的同
时袁 加强培训袁 学习先进袁 交流经
验袁 打牢创建工作基础遥

驻豫新闻媒体赴中铝郑州企业联合采访交流会会场遥 孟友光 摄影

记者到基层进行采访遥 陈智慧 摄影

记者在现场观看员工实际操作遥 裴志成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