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玉梅

一
当年保供水袁鏖战三水源袁
旧痕孤柏渡袁新诗黄河边遥

二
铝城铸丰碑袁厂庆五十年袁
再谱新篇章袁和谐促发展遥

一
郁郁参天树袁和谐铝城人遥
风雨起壮歌袁峥嵘五十春遥

二
岁月有情五十载袁铝城风物处处新遥
栉风沐雨发展路袁捧日托月创业人遥
当年芊芊绿化树袁如今苍苍已成林遥
野雪山冶巍峨壮中原袁大河波暖万重春遥

叶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志 曳杀青付梓

日月更迭袁时光飞逝遥一转眼袁我已在运输
部工作近二十年了遥 回首刚进厂时的情景袁恍
如隔世袁昔日的懵懂少年袁如今已面呈风霜袁岁
月的痕迹已镌刻在额间尧脸庞噎噎
今年是中铝郑州企业建厂五十周年袁运输

部也与之相伴走过了五十个年头遥假如把运输
部比做一个人袁那么他已褪去青涩袁逐渐显露
出成熟的稳健与从容遥
五十年风雨同舟袁五十年春华秋实遥 五十

年来袁运输部的变化有目共睹遥现在袁初次走进
运输部的人都会惊叹环境的优美袁疑惑自己是
否误入了公园遥 昔日荒凉的景色已不复存在袁
取而代之的是绿树林立尧繁花盛开袁是今日上
街的野西部绿洲冶曰昔日低矮昏暗的车间袁如今
已是宽敞明亮的厂房曰昔日陈旧尧落后的设备袁
如今已被先进的高科技设备替代曰 昔日狭小尧
简陋的更衣室袁如今已变得整洁舒适曰昔日噪
音大尧驾驶起来又脏又累的蒸汽机车袁如今已
全部换成高效尧低噪音尧工作环境干净舒适的
内燃机噎噎这一切改变袁得益于领导的正确指
引尧员工的团结奋进袁得益于运输部多年来良
好的生产经营状态遥 从 1958年创建袁到 2002

年随中铝公司境外上
市袁 运输部踏踏实实
一路走来袁 现在已经
是一个集铁路尧 公路
运输为一体袁 以铁路
运输为主的现代化运
输企业遥 现在运输部
设备门类齐全袁 技术
力量雄厚袁 具备内燃
机车检修能力和铁道
部颁发的车辆段修及
转 K2 型转向架检修
资质袁 是有色行业唯
一拥有过轨车辆检修
资质的单位遥

野团结奋进袁勇于负重袁安全高效袁争创一
流冶是运输部员工不变的誓言袁是野火车头冶精
神的真实体现遥近年来袁运输部先后荣获野全国
精神文明单位冶尧野河南省园林
单位冶尧野河南省绿色企业冶尧野企
业文化先进单位冶 等诸多荣誉
称号袁 运输部党委连续 9年被

评为公司先进党委袁并荣获了中铝公司先进基
层党组织尧公司野四好冶领导班子称号噎噎
作为运输部的一名员工袁能为运输部奉献

自己最美好的岁月袁我无怨无悔浴

李永长

本版编辑 周玉梅
电话院园猿苑员原远苑圆怨远猿猿怨 耘原皂葬蚤造押扎赠皂员圆远远岳员圆远援糟燥皂源 圆园园8年 7月 11日星期五

企业文化

本报地址院郑州市上街区 批准机关院国家新闻出版署 广告许可证院郑工商 园圆远号 印刷单位院开发公司印刷厂 邮编院源缘园园源员 发行院全国各地 赠阅 电话院总编室 远苑圆怨远源猿圆 编辑部 远苑圆怨远猿猿怨 记者部 远苑圆怨远圆远员 广告部 远苑圆怨远圆园园 传真院远苑圆怨远源猿圆

银7月 8日袁 水电厂供电车间组
织车间通讯员针对图片报道尧新闻写
作进行了经验交流遥 渊张 芸冤

银7月 7日袁 水电厂排水车间组
织员工学习了叶集体合同曳和叶女工专
项集体合同曳, 并进行了现场测评及
问卷调查遥 渊康宏伟冤

银7月 7日袁碳素厂举办了为期 1
个月的瑜珈培训班遥 渊李红霞冤

银7月 2日袁 运输部机关第一党
支部举办了跳绳比赛遥 渊李永艳冤

银6月 28日至 7月 1日袁保卫消
防中心在公司灯光球场举行了第三届
野卫士杯冶篮球赛遥

渊季承锋吴高鹏冤
银近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第一

分会袁为迎接该中心野服务杯冶软式排
球赛袁利用业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了
训练遥 渊罗俊芬冤

银近日袁 热力厂检修车间在厂部
举办的以野守法经营袁廉洁从业冶为主

题的黑板报展评活动中获一等奖遥
渊王 艳冤

银近日袁 水电厂检修车间在员工
中举行了廉言警语和廉洁文化小故事
征集活动袁 共征集廉言警语 21条袁廉
洁文化小故事 2篇遥 渊李健华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
利用宣传栏尧黑板报等形式袁向员工进
行了企业文化理念宣传遥 渊安爱峰冤

银近日袁 运输部图书馆为女工购
进了一批关于计划生育知识方面的图
书遥 渊王欣欣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检修站在员
工中开展了降本增效劳动竞赛小故事
征集活动遥 渊渠文广冤

银近日袁 水电厂黄河水源车间利
用黑板报等形式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
理念教育遥 渊高建华冤

银近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计量科利用后院空地修建了排球场袁
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遥 渊张家兴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二工
序以班组为单位袁开展了野五个一冶读
书活动遥 渊耿喜荣冤

荒山荒沟聚八方袁
车铲窑槽摆战场遥
九市九县五十载袁
野雪山冶年年唱辉煌遥

满江红

黄河奏乐袁
嵩岳唱袁
中原庆喜遥
五十年袁
国奖野雪山冶袁
世界享誉遥
钎镐车铲齐欢笑袁
窑炉槽罐贺声密遥
炎阳照袁
气氛更热烈袁
增威力遥

荒沟岭袁
四方聚曰
住窝棚袁
斗天地遥
汗八瓣袁

换来日新月异遥
突出科技奇功建袁
强化管理伟绩立遥
展未来袁
腾飞更有日袁
何堪比遥

沁园春

黄河南岸袁
嵩山北麓袁
铝城居中遥
想荒沟荒坡袁
厂房林立曰
九市九县袁
跃虎腾龙遥
产品国优袁
产量倍翻袁
野雪山冶海外有名声遥
五十载袁
看战果辉煌袁
志高心明遥

当年总理批令袁

兴伟业八方聚英雄遥
任酷暑严寒袁
坚持不懈曰
雨雪风霜袁
苦干奋争遥
窝棚地铺袁
废寝忘食袁
炼出过硬好职工遥
望前景袁
定科技展翅袁
绩效飞升遥

念奴娇

白驹过隙袁
五十年袁
历历如昨在目遥
窝棚地铺袁
黄河边袁
昼夜挥汗如雨遥
荒沟荒坡袁

源源不断袁
流出氧化铝遥
真正英雄袁
功绩谁敢说不浴

而今改革深入袁
强科技管理袁
成效显著遥
野七十万吨冶袁
野自备电冶袁
企业迈出大步遥
国优银奖袁
产量再翻番袁
丰碑早树遥
跨海过洋袁
世人赞誉无数遥

水调歌头

弹指五十载袁
野雪山冶披红装遥

喜获银奖国优袁
美名飞大洋遥
改革调整思路袁
强化企业管理袁
科技身手强遥
产量成倍翻袁
效益长翅膀遥

战严寒袁
斗酷暑袁
抗雨霜遥
自备电厂袁
野七十万吨冶气尤壮遥
上有各级领导袁
下有广大职工袁
同心创业忙遥
遥把前景展袁
公司更辉煌遥

渊上接一版冤

广拓资源保矿石供应

资源是矿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袁野开
拓资源袁保障矿石供应冶是矿业人的历史
使命遥 为了确保矿石供应大局袁该公司
不断改进生产作业模式袁及时调整矿石
供应结构袁提高矿石供应保证能力遥

要要要最大限度提高自采产能遥该公
司积极加强采场技术管理袁 合理安排
采剥计划袁最大限度地提高规模产能遥
同时坚持剥离清顶袁剔除夹层袁实行分
层开采袁分级堆放袁最大限度地提高出
矿石质量遥 由于措施到位袁组织得力袁
公司自采矿石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
39.9万吨遥

要要要规范联办管理袁建设稳固的联
办采场遥 进一步完善了联办政策袁把联
办矿山生产组织放在与自建矿山同等重
要的位置进行管理袁配齐现场管理人员袁
加大技术服务和监管力度袁加快建设野规
范尧安全尧稳固冶的联办采场袁实行强剥强
采袁最大限度提高联办产量遥

要要要扎实推进矿区建设袁细化客户
管理袁打牢产供链条遥 在落实人员职责
和发挥矿区管理职能的基础上袁把占有
和开发矿区尧矿点作为转变生产作业方

式尧推进矿区建设的重点工作来抓袁进一
步理顺和完善了民矿收购管理流程袁细
化了客户管理袁变野坐商冶为野行商冶袁鼓励
直接与生产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袁 最大限度控制资源和民采矿点袁及
时尧 准确掌握矿区范围内所有矿点的生
产信息袁适时研究和调整民矿收购策略袁
最大限度收购民矿遥

要要要全力以赴加快矿山建设遥 为了
加快已开工项目的建设进度袁 确保早投
产尧早收益遥该公司明确目标袁落实责任袁
加大地质勘探力度袁集中采矿尧地质专业
技术人员袁对所有矿权进行整体规划袁充
分利用自建尧合作尧外委相结合的方式袁
落实项目责任制袁 全力以赴加快速度建
设矿山袁最大限度扩大规模产能袁确保年
内新增铝土矿生产能力的提高遥

强化管理促发展

高效的管理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遥该公司认真落实野严尧细尧实尧新尧
恒尧齐冶的管理理念袁积极推进标准量化
管理和信息化管理袁 为实现公司可持续
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遥
规范堆场管理袁打造管理品牌遥该公

司把堆场管理与标准量化管理尧 全面质
量管理紧密结合袁 持续开展专项效能监

察工作袁严格绩效考核袁进一步降低堆场
进出库数量和质量差异遥 要求新建堆场
严格推行野间断作业尧定期清零冶管理模
式袁质检人员要公正公平收矿石尧取样袁
改善工作态度袁 提高为供应商服务的意
识袁 提高辨认矿石水平和规范化取样水
平遥 对于进出堆场矿石质量差异大的情
况袁要找原因袁订措施袁将差异减少遥该公
司今年 1至 6月份袁 共清零堆场 23个
次袁累计质量差异铝硅比-0.73,数量差
异-0.86%袁与去年同期相比质量差异下
降了铝硅比 1.11袁 数量差异下降了
1.05%遥
全面实施点检制袁 提升装备管理水

平遥点检管理是设备检修的基础袁为了保
证矿区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袁 该公司各
矿山严格按照各项标准定时尧 定点对设
备进行点检袁 并根据现场状况如实填写
工作日报尧周报尧月报遥其次袁狠抓了现场
的设备管理遥按照点检制的要求袁加强了
对现场工作人员职责尧设备维护尧点检要
点尧 业务流程的认识以及对点检记录填
写的管理袁认真贯彻落实了野清洁尧紧固尧
润滑尧调整尧防腐冶的设备运行管理野十
字冶方针袁设备点检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
效果袁公司主要设备完好率达到 99%袁主
要设备可开动率大于 98%袁 重大设备事
故为 0遥

强化安全环保管理袁保障生产安全遥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袁 层层签订了
野健康安全环保责任书冶袁 严格执行安全
事故责任追究制遥对危险源点按照野分级
管理尧分线负责冶的原则袁实施监控管理遥
建立了事故预防应急预案袁 加强了劳动
防护用品的使用管理袁不断改善矿山尧矿
区作业环境遥截止到 6月底袁该公司累计
安全生产无工亡 6565 天尧 无重伤 3301
天袁实现了野重大人身设备事故为 0尧新
增职业病为 0尧千人负伤率约1译尧重大事
故应急预案演练率 100豫尧岗位粉尘合格
率逸86豫冶的安全环保目标遥
加快信息化进程袁 提升综合管理水

平遥该公司一方面加大培训力度袁积极组
织员工进行信息网络安全检查和基础应
用知识培训袁 不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
和办公技能曰另一方面袁加大对 ERP二
期项目系统成功上线后的日常维护工
作袁 确保信息化工作从基础环境建设阶
段尽快转入大规模应用阶段遥 为提高公
司的信息传输能力袁 到各矿山实行了双
链路通信袁 至北京总部的网络链路完成
了扩容调试袁 保障了各种应用系统的良
好运行遥 并结合 2007年度 ERP运行的
实际情况袁进一步理顺各种流程袁实施了
中铝总部应急救援监控项目袁 完成了应
急救援监控系统的阶段性工作遥

野 雪山 冶 年年唱 辉煌

运 输 部 的 今 与 昔
阴 王欣欣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肖 明冤日前袁叶中
国铝业河南分公司志曳杀青付梓遥全志以
2002 年 1 月为上限袁2006年 12月为下
限袁 记录了河南分公司 10000余名员工

众志成城袁开拓创新袁超越自我袁跨步迈
入野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袁打造中铝百年老
店冶发展轨道的历程袁共计 13 篇袁60 余
万字袁近 100张图表袁600余幅照片遥

铝 城 吟 厂庆五十年

本报讯 渊记者 周玉梅 通讯员
安爱峰冤7 月 7 日袁中铝郑州企业文联
文学协会按照文联的统一安排和部
署袁 从收到的各类文学作品中选出诗
词歌赋和楹联作品 125 件袁 报送有关

部门袁顺利完成了野辉煌五十年冶大型
文化艺术展的文学作品征集活动遥 这
次文学作品征集活动从 6 月 10 日开
始袁到 7 月 5 日结束袁共收集诗词歌赋
等各类文学作品 282 件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庆新冤7 月 9
日上午袁公司工会举办了野绿色环保袁支
持奥运冶环保购物袋赠送活动袁共向全体
女工赠送环保购物袋 12000个遥
保护环境袁人人有责曰绿色奥运袁从

我做起遥为迎接奥运袁同时积极响应政府
的限塑令袁 公司工会与工业资源网联合
举办了这次活动遥 公司工会号召广大职
渊员冤工响应政府限塑令袁为迎接绿色奥

运袁保护环境袁作出自己的贡献遥 同时对
协作方艾志工业技术集团工业资源网致
力于支持奥运尧 保护环境的善举表示衷
心感谢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各单位女工主

任尧女工委员 100余人参加了赠送仪式遥
各单位女工主任尧 女工委员依次领取了
购物袋袁并在野绿色环保袁支持奥运冶条幅
上签了字遥

野 辉 煌 五 十 年 冶 大 型 文 化 艺 术 展
文 学 作 品 征 集 工 作 圆 满 结 束

公 司 工 会 向 全 体 女 工 赠 送 购 物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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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何锦星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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