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缘 月 圆缘日袁保卫部消防中心党委
组织中心组成员学习了胡锦涛增强野三
种冶意识的讲话精神遥 渊季承锋冤

银热力厂领导班子关怀孩子健康
成长袁六一前夕为员工子女赠送了价值
源苑源园元的购书卡遥 渊王金霞冤

银六一前夕袁水电厂计生办尧女工
委向厂属 员圆园 余名 员源 岁以下的独生子
女发放了近 圆园园园元的节日慰问品遥

渊张丽君冤
银近日氧化铝一厂党支部为活跃

员工生活袁 在员工中开展了征集美术尧
书法尧摄影作品活动遥 渊安爱峰冤

银六一前夕袁实业开发总公司举办
了野生育关怀行动会员活动周冶黑板报
展评活动遥 渊丁伶俐冤

银近日袁 水电厂排水车间组织 员员

名员工召开了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遥
渊张心威冤

银近日袁运输部机动车间党支部组
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了义
务劳动遥 渊王欣欣冤

银因厂区道路翻修袁 自 缘 月 员缘 日
起袁经济民警大队野苑园万吨冶南门岗的队
员们采用提高检查率尧为司机指路等方
法袁深受外来司机们的好评遥

渊李刚冤
银近日袁运输部车辆段评选党员之

星活动拉开了序幕遥
渊马宝萍 张永存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八车间积极开
展合理化建议活动遥 其中袁张金亮提出
的野单套电机运行方案冶每天可节电 缘园园
千瓦时 辕台遥 渊耿喜荣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检修站党支部
组织党员观看了反腐片叶血的教训曳遥

渊渠文广冤 缘月 圆猿 日袁 工程公司党委举行了第二批新老党员集体过 野政治生
日冶的活动遥 瞧袁他们又在生产间隙重温入党誓词遥

邓广顺 杨冬花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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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综合 广告

工程公司企业文化科科长 罗志涛

圆园园苑 年袁工程公司创建工作的主要举措院一是采
各种宣传手段袁 为创建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遥
是以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为主线袁对员工进行企业
化知识培训袁促进管理制度科学化尧规范化尧人性
三是加强工地文化建设袁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

氛围袁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干劲遥 四是通过改善
工学习环境袁提高员工技能袁实现员工的成材渴望
自我超越袁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遥

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 徐海红

圆园园苑年袁研究所创建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院
是坚持野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工作袁抓好持续创新凝心
力袁抓好执行环节务求实效冶的创建原则曰二是明确

野规范行为袁塑造形象袁打造品牌冶的创建目标曰三是紧密
结合中心工作袁从促进工作尧提高员工认可度和团队凝
聚力三个方面衡量创建效果遥四是坚持创建单位每月一
次的交流座谈和所级至少每季一次的检查指导遥五是以
野质量冶为核心袁重点在野质量尧技术尧创新尧团队冶方面下
大工夫袁继承好的经验袁不断创新工作袁超越自我遥

物资配送中心办公室主任 张恒

物资配送中心创建工作思路和措施院 一是将企业
文化建设与物流管理尧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融合袁以先进
的企业文化理念凝聚员工力量曰 二是以规范统一新库
区环境视觉系统为重点袁 着力打造库区靓丽的窗口形
象袁为员工建造美好野家园冶曰三是全面开展企业文化创
新野示范基地冶创建活动袁以点带面袁推动整体创建水平
的进一步提高曰四是开展优质服务尧劳动竞赛等文化创

新活动袁促进管理水平与物流运行效益的提高遥

设计院办公室主任 苑乃文

设计院企业文化建设的主题为 野构建和谐设计
院冶袁创建工作要达到野六好尧四可冶遥 野六好冶是院突出特
色袁有一个好主题曰构建和谐袁有一个好氛围曰任务完
成袁有一个好业绩曰展示面貌袁有一个好园地曰场所亮
丽袁有一个好环境曰协作奋进袁有一个好团队遥 野四可冶
是院形象环境层面可看曰创建效果层面可讲曰特色经验
层面可学曰文化内涵层面可塑遥 为了实现创建目标袁我
院确定两个科室参加创建袁通过这两个科室的创建袁达
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袁 为更好完成分公司下达的各项任
务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总计控室办公室 胡玉洲

圆园园苑年袁总计控室将通过贯彻野以人为本袁员工第
一冶的企业文化理念袁凝聚员工队伍袁创建精品示范基
地的创建思路袁力争实现 员个车间和 员个班组达到野示
范基地冶标准的创建目标遥 在创建工作中贯彻执行叶河
南分公司文化理念手册曳和叶总计控室员工手册曳遥 把
野精益求精高标准袁凝心聚力保质量冶作为今年创建企
业文化创新野示范基地冶的重要内容遥

缘 月 员远 日袁对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的职工来说是个
喜的日子遥 这天上午袁长城铝党委书记王立建尧副经
孟若志共同为野河南省文明单位冶揭牌袁后勤服务管
中心创建省级文明单位获得成功遥

圆园园圆 年以来袁该中心领导班子把创建文明单位作
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企业管理和服务尧生产尧经营一起
核袁先后制订了叶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曳尧叶文明单位奖
制度曳尧叶文明单位标准曳尧叶职工文明行为规范曳 等制
定期对下属各单位的创建工作进行检查督促遥
该中心把服务对象当做中心的衣食父母遥 班子成

盛夏为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生产一线职渊员冤工送防
降温保健饮品袁除夕之夜为两公司当班职渊员冤工送
子袁已经形成惯例遥每逢中铝郑州企业遇到急难险重

任务的时候袁 也总能看到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干部职工
辛勤忙碌的身影遥河南分公司赤泥大坝出现险情袁分公
司组织了上千人的抢修队伍到现场抢险遥 中心领导得
到消息后袁马上行动起来袁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带领饮食
公司的职工冒着风雨袁 为参加抢险的员工送去了美味
可口的饭菜遥各单位以野尽心服务尧超值服务冶为服务理
念袁用野可靠尧及时尧热情尧周到冶作为衡量服务工作的标
准袁大力开展优质服务活动遥 维修公司开展了野电话预
约冶和野服务跟踪卡冶活动袁让住户监督维修人员的服务
行为袁 深受广大居民的称赞遥 燃气供应公司在保证职
渊员冤工家属液化气供应的基础上袁对外开展钢瓶检验
业务袁还经常利用星期天尧节假日开展便民服务袁到街
坊和矿山义务为职渊员冤工维修液化气灶具袁讲解安全

使用知识遥 计量管理科开通维
修热线袁电力维修实行 圆源 小时
昼夜服务袁在夏季供电高峰期袁
提前检修各种电力设施袁 保证
了生活区广大职渊员冤工家属的
正常用电遥 热能公司生活供暖
从野降本增效冶出发袁适时调控袁
将成本不断刷新遥 幼儿园增设
舞蹈尧美术尧音乐尧游戏尧双语尧
珠心算教学等特长班袁 使这个
有着 源园多年历史袁培育了两代
铝城人的幼儿园不断焕发青
春遥几年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的优质服务像春风一样吹进千
家万户遥 仅 圆园园远年袁中心就收
到各种表扬信和感谢信 源愿园
封尧表扬电话 缘园园多个袁用户满
意度达到 怨园豫以上遥

安居才能乐业遥近年来袁后
勤服务管理中心先后完成了鸿
元小区尧员远 街坊 尧猿圆 街坊 尧源圆
街坊尧圆圆 街坊尧 鸿元西区等区

域的绿化环境建设袁新增绿地面积 猿万平方米遥圆园园猿年
建成了 园源 街坊 源 栋住宅楼和 猿圆 街坊临街 源 栋住宅
楼袁圆园园源年又通过合作建房袁开发建设了鸿元西区 远栋
住宅楼袁 新增住房面积 缘缘员园园多平方米袁 使 缘园园 户职
渊员冤工家属乔迁新居遥 源年来袁新建住房 圆员栋袁苑怨员套袁
总面积达 愿愿园园园平方米袁也极大地改善了职渊员冤工家
属的住房条件遥

该中心党委通过开展 野三比一创冶 和 野特色党支
部冶尧野党员先锋岗冶创建等活动袁中心 缘 个党支部先后
跨入野五好冶党支部行列遥 中心党委自 圆园园猿年起连续保
持了长城铝先进党委荣誉称号袁圆园园远年又荣获了中国
铝业公司基层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和长城铝野四好冶领
导班子荣誉称号遥

该中心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袁承办了中铝郑州
企业野宏达杯冶企业文化建设征文尧野宏达杯冶党风廉政
建设征文和野宏达杯冶文学作品征文活动袁承办了长城
铝野质量活动月冶演讲比赛尧中铝郑州企业首届文化艺
术节少儿文艺会演等活动遥 该中心大力开展创建学习
型企业活动袁开展野尽心服务尧超值服务冶劳动竞赛活
动袁举办讲演赛和巡回讲演会袁把野八荣八耻冶的内容和
要求体现在具体的服务工作中遥

该中心几年来通过创建文明单位袁 促进了和谐企
业建设袁结出了丰硕成果院先后荣获省会人居环境示范
单位尧河南省野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冶尧郑州市房屋管理
先进单位尧郑州市创建学习型企业示范单位尧中铝郑州
企业野四五冶普法教育先进单位袁长城铝先进党委尧长城
铝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袁 并获得了长城
铝五一劳动奖状遥改制几年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服务
经营一年上一个台阶袁他们完成的 圆园园远年的创收指标
比改制前的 圆园园员年翻了一倍袁职工的经济收入也同步
提高袁企业呈现出团结拼搏和奋发向上的氛围遥

构建和谐企业 创造美好生活
要要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创建省级文明单位纪实

阴 马义林

韩琪袁今年 猿苑岁 熏年龄不大袁却是一位从事计生工
作 员苑年的老兵了遥认识韩琪的人都说她工作认真袁办事
踏实袁浑身洋溢着热情和爱心遥 她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
得失袁一心扑在计生工作上遥 她从事的企业计生工作在
市尧区一直都名列前茅袁她本人先后两次被评为郑州市
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袁还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遥她呀袁
早已与这造福人类的甜蜜事业袁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浴

野诚冶 要要要 邀相关部门支持

计生工作是一项社会化工程熏韩琪十分注重与相关
部门搞好协作袁借人家的舞台唱计生的戏遥 协调相关部
门时袁韩琪总是十分诚恳而谦虚袁丝毫没有一点野国策部
门冶的架子袁很多部门也都是被她的诚意所打动袁将计生
活动分担在肩遥 她先后与工会尧共青团等部门联合举办
了迎新春秧歌大赛尧跨世纪新青年集体婚礼尧摄影比赛尧
青工比武尧三八巾帼建功长跑比赛尧祖国新风颂合唱比
赛等活动遥 其中在职渊员冤工独生子女中举行的野少儿才
艺大赛冶获奖选手张钰还登上中央电视台野星光大道冶节
目并取得不俗成绩遥 在工作中袁韩琪还把身边倡树婚育
新风的典型事迹融入到职渊员冤工喜闻乐见的活动中袁使
职渊员冤工们在丰富多彩的节目中袁潜移默化地受到教
育袁得到启发遥 截至目前袁企业已有 愿缘园 人领取了晚婚
奖袁圆源愿远个家庭领取了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冶遥

野实冶 要要要 加强基层活动指导

韩琪十分重视基层活动的开展情况遥 在工作中袁她
总是先给基层提思路尧出点子尧拿办法袁引导各二级单位
结合各自实际袁创造性地开展活动遥 分公司设计院的一
名女工上环 员园年怀孕了袁 在作进一步检查时发现得了
子宫肌瘤袁她忧心忡忡地来到韩琪办公室请求帮助遥野为
员工排忧解难是我们分内的事遥 冶韩琪立即与长城铝总
医院联系袁请最好的妇科医生为她做手术袁并与设计院
领导联系袁征得其领导给予其最大限度的照顾袁手术顺
利结束后袁又与她单位计生专干一同到床前慰问袁安排
护理遥 那名女工感动得哭了遥 氧化铝一厂一名男员工在农村的弟弟患有严
的精神病袁生活无法自理袁弟媳嫌弃袁与别人私奔袁丢下一个小女儿无人照顾
他很想把侄女接来抚养袁但又怕违反计生政策袁一颗心两头挂袁工作很不
心遥 得知这一消息后袁韩琪主动发函与小孩出生地取得联系袁并派人调查
实袁她的侄女确系计划内出生袁无人抚养的情况也属实遥韩琪马上拿着调查
料赶往市尧区计生委请示袁并与他所在单位协商袁特批了两天假让他回老家
他侄女遥 事后袁这名员工特地来到韩琪办公室感谢她院你是俺侄女的救命
人袁没有你和组织的关心袁小妮一辈子就完了袁感谢您们的工作呀浴 像这样
事情韩琪不知做了多少遥 为提高计生干部的宣传教育素
质袁韩琪还创造条件袁采取办班培训尧请专家辅导等形式强
化干部宣教素质的提高袁形成了人人会宣传尧人人做宣传
员的局面遥

韩琪以她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格言院野路漫
漫其修远兮袁吾将上下而求索遥 冶尽管她已取得很多荣誉袁
但是还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袁 还在一丝不苟的工作中袁甘
做耕耘甜蜜事业的孺子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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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月 猿园日袁 长城铝离退休管理中心领导和公司关心下一代协会
领导为长城铝幼儿园小朋友们送去了节日礼物和祝福遥

夏春艳 摄影

保卫消防中心近日开展了野每周奉献两小时袁营造清洁工作环境冶活
动遥 图为中心干警们正在做好各岗位环境卫生的清整工作遥

梁涛 季承锋 摄影

缘月 圆怨日袁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各单位分别在
上街区盛世广场和厂前路开展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宣
传一条街活动袁由此拉开了野生育关怀行动会员活动
周冶的序幕遥 韩琪 郭爱军 王金霞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