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娄兴红冤日前袁在
公司党委召开的庆祝建党 87周年表彰
大会上袁水电厂供水车间党支部被授予
野红旗党支部冶光荣称号遥

2007年下半年袁 由于人员调整袁检
修班个别员工对岗次存在争议袁在工作
中存在有抵触情绪遥 车间了解情况后袁
多次到班组与员工谈心袁并会同厂人力
资源科有关人员一起做好解释工作袁稳
定了当事员工的情绪袁赢得了员工的理
解遥 去年该车间全年完成了分公司下达
的二档成本指标遥

为了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袁 车间党支
部以野安全生产就是最大的效益袁稳定供水
就是最好的服务冶的宗旨袁大力开展车间安
全文化创建遥 车间党支部还制订了企业文
化创建工作规划和推进计划表袁 组织召开
了企业文化创建专题工作会议遥 各班组纷
纷结合实际开展了野规范交接班冶尧野安全故
事会冶尧野亲情寄语冶等活动遥截至目前袁该车
间已连续 5年杜绝了人身设备事故袁 先后
荣获了五一劳动奖状袁 获得了河南分公司
安全生产先进车间尧标准化达标车间尧安全
确认制达标车间等荣誉称号遥

稳 定 供 水 保 生 产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邵 昱冤今年年初
以来袁 电解厂党委贯彻落实分公司员代
会精神袁将冶节能减排袁增效降本野作为党
建核心工作袁 结合年度生产经营方针目
标袁大力开展野节能降耗袁党员争先冶主题
活动遥他们发动全体党员立足本职岗位袁
在野节能降耗袁降本增效冶上下工夫袁挖潜
力袁向野跑尧冒尧滴尧漏冶要成本袁向每一个
百分点要效益遥 他们并与创建党员先锋
岗尧评选野党员之星冶相结合袁赋予了该活
动崭新的活力袁 主要经济指标进一步优

化袁生产经营稳步高效发展遥
活动开展以来袁 各车间党支部积极

响应袁 结合生产实际袁 将活动进一步深
化尧细化袁有效地促进了主题活动的深入
开展遥电解一尧二尧三车间党支部以野深化
岗位标准化作业袁提高电流效率尧降低吨
铝综合电耗冶为主要手段袁全面开展野党
员责任槽星级挑战赛冶 活动, 通过建立
野党员先锋槽冶袁发挥党员骨干作用袁影响
和带动了全厂主要生产指标的进一步优
化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永艳冤运输部
车辆段梁刚亮尧贾民强尧张金杰等员工提
出的叶关于加装车辆防盗装置的建议曳的
合理化建议经过一年多在生产中的实际
运用袁 共避免直接经济损失 36.8万元遥
近日袁这项建议在 2007年度河南分公司
合理化建议评选中喜获分公司三等奖遥

分公司铁路自备车在运用中普遍
存在各种阀类尧列车管路尧人孔盖压销
等铁路货车配件被盗丢失现象袁不但致
使铁路货车不能安全运行袁而且使修车
成本不断增加遥 氧化铝罐车的人孔大

盖压销是罐车卸料装置的重要配件袁采
用的是链环焊接固定袁在运用中由于车
辆的震动或人为的原因袁很易丢失遥 车
辆每周转 1次就有 80%的压盖销丢失袁
增加了车辆进库临修次数袁影响了车辆
的运用周转遥
根据实际情况袁员工们结合多年的

修车经验袁研制出一套防盗装置遥 在段
领导支持下袁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车辆防
盗改进措施袁确保了铁路车辆的安全运
行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国华 宋志
强冤7月 16日下午袁由公司工会主办尧
氧化铝二厂承办的郑州市第五届野郑
煤集团杯冶职工技能运动会氧化铝制
取渊分解冤竞赛培训在该厂多媒体会
议室隆重开班遥 该厂领导和来自各车
间尧部室的八十多名员工参加了培训

班开班仪式遥 公司工会尧分公司人力
资源部有关负责人受邀参加了开班仪
式遥 据悉袁这是公司工会主办的郑州
市第五届职工技能运动会众多竞赛项
目中的第一个开班培训的项目袁也是
该厂自 2006 年成立以来第一次承办
的同类大型技能竞赛项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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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综合

火热的夏季袁孕育着火热的激情袁洋
溢着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人昂扬的斗志
与理性的思考遥
党的十七大提出袁 在坚决惩治腐败

的同时袁更加注重治本袁更加注重预防袁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袁 拓展从源头上防止
腐败工作领域遥 而大力加强廉洁文化建
设袁弘扬新风正气袁形成崇尚廉洁的良好
风尚袁 则是反腐倡廉建设更加注重预防
的具体体现袁 对于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
洁从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今年 5月
份以来袁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党委尧纪委在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深入开展了以 野守
法经营尧廉洁从业冶为主题的廉洁文化建
设活动遥 廉洁文化如习习清风袁 香飘铝
城袁 沁润着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人的心
田袁促进了各级管理者和广大职渊员冤工
守法经营尧廉洁从业尧诚实守信尧勤勉敬
业袁 为企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持遥

党风党纪教育筑牢野防腐墙冶
思想决定行动袁防微才能杜渐遥 加强

党风党纪教育是筑牢野防腐墙冶的野墙冶
基遥
在筑牢野墙冶基中袁中铝郑州企业两

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重申并提出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
洁自律七项要求袁 开展了宣传教育和调
查摸底遥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对照要求认
真进行了自查登记尧 审核认定尧 检查纠
正遥 各单位举行了贯彻落实野七项要求冶
座谈会袁交流了学习心得和体会遥公司纪
委举办了 野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廉洁自律七项要求冶主题报告会袁特邀国

务院国资委纪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赵文
忠作了 叶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
若干规定的理解和把握曳的主题报告遥中
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尧 中层
以上管理人员 260人参加了报告会遥野七
项要求冶活动的深入开展袁为中铝郑州企
业两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加大了约束
力遥
要想根深叶茂袁还要不断浇水施肥遥

开展党风党纪集中教育活动袁 是提高党
员干部廉洁自律和遵纪守法自觉性的有
效手段遥 6月份以来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
司通过组织开展观看反腐倡廉电影尧法
制教育讲座尧廉洁从业报告会尧反腐倡廉
教育党课尧廉洁从业知识答卷尧参观革命
圣地等形式多样尧 活泼生动的集中教育
活动袁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风党纪意识遥
公司纪委组织 880名党员领导干部观看
了反腐倡廉电影叶暖秋曳袁各单位座谈了
观后感遥氧化铝一厂邀请郑州大学教授尧
上街区检察院的领导为全厂管理人员尧
生产骨干和重点岗位人员进行了法制教
育讲座和预防职务犯罪报告曰 机械制造
公司尧 实业开发总公司等单位还举行了
庆七一廉洁从业诗歌朗诵暨廉洁故事宣
讲会曰 运输部等单位组织党员干部进行
了新党章和廉洁从业知识答卷活动曰建
设公司等单位组织党员尧 管理人员到革
命圣地延安进行了主题教育遥 各单位党
委书记或纪委书记还为全体党员干部上
专题党课袁受教育人数达 1797 人袁观看
反腐倡廉教育片 3185人遥

野廉冶声不断唱响野崇廉曲冶
廉言警句征集尧廉洁故事宣讲尧廉洁

从业承诺是今年中铝公司廉
洁文化建设主题活动的核心
内容遥活动中袁中铝郑州企业
两公司统一安排袁周密部署袁
使廉洁文化建设主题活动有
声有色袁扎实推进遥
廉言警句征集精彩纷

呈遥 野形正影正请组织放心袁
勤政廉政叫员工称心袁 敬业
爱业使自己安心袁 守家护家
让妻儿欢心冶尧野刚正清严打
造合金产业袁 廉洁清正享受

有色生活冶等通俗易懂尧发自肺腑的廉言
警句袁引人深思袁给人警醒遥 广大党员干
部和职渊员冤工在创作过程中也受到了一
次次深刻的自我警示和勉励遥 在廉言警
句征集中袁 各单位广泛发动管理人员和
职渊员冤工自编自创廉言警句 1602条袁公
司纪委从中精选出 50条上报中铝公司袁
精选出 30条在叶中国长城铝业报曳刊登遥
廉洁故事宣讲成效显著遥 各单位充

分调动广大职渊员冤工和文学爱好者的积
极性袁 积极撰写古今中外和发生在身边
的廉洁故事 137篇遥 公司纪委在对各单
位上报的优秀廉洁故事文稿进行评比尧
层层宣讲选拔的基础上袁精选了 16篇文
稿进行了宣讲比赛预赛遥 7月 3日袁举行
了野守法经营尧廉洁从业冶廉洁故事宣讲
比赛决赛遥选手们在充满激情的宣讲中袁
讴歌了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人廉洁从业
的先进事迹和古往今来清官廉吏的感人
故事遥 为扩大廉洁文化的影响力和覆盖
面袁 此次宣讲比赛实况录像还在公司电
视台黄金时段进行了播放遥
廉洁承诺掷地有声遥野为认真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袁严格执行叶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曳袁贯彻落实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七项要求袁
做到守法经营尧廉洁从业袁树立自身良好
的作风和形象袁 我和我的家人向组织作
出郑重承诺遥 冶6月 20日袁公司纪委开展
了廉洁从业承诺签字活动袁 中铝郑州企
业两公司 279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其
配偶郑重地作出廉洁从业 10项承诺遥此
项活动延伸到基层管理者和重点岗位人
员袁 两公司机关和各二级单位也以不同

形式开展了廉洁从业承诺签字活动袁参
加人数达 1200多人遥

野四进冶活动编织野互廉网冶
廉洁从业教育的关键是营造廉洁氛

围遥 这个氛围来自社会袁来自企业袁来自
岗位袁更来自家庭遥廉洁从业教育不能只
对党员领导干部袁还应面向全体职渊员冤
工及其家属遥为此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大力推进廉洁文化进班子尧进厂区尧进岗
位尧进家庭活动袁领导做表率尧厂区造氛
围尧岗位讲责任尧家庭筑防线袁编织起了
一张倡廉尧守廉尧保廉尧助廉良性互动的
反腐倡廉野互廉网野遥
廉洁文化进班子袁 领导争做廉洁从

业表率遥 企业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是企业
廉洁文化建设追求的重点目标遥 中铝郑
州企业两公司力促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做
到野四个带头冶院一是带头树立廉洁理念曰
二是带头加强作风建设曰 三是带头参加
廉洁文化活动曰四是带头做到廉洁自律遥
两级领导班子成员袁 围绕十七届中央纪
委二次全会对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
部署袁 以及对企业领导人员的 野七项要
求冶袁组织学习教育尧座谈体会认识袁并带
头转变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袁 深入到联
系点和基层职渊员冤工中袁开展调查研究
291人次遥公司纪委还把贯彻落实野七项
要求冶作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述职述廉尧
民主生活会尧廉洁从业评价的重要内容遥
廉洁文化进厂区袁 营造廉洁从业浓

厚氛围遥 公司纪委购置了 叶中国廉政报
道曳案例警示教育片袁上挂两公司局域网
供各单位下载和在线收看袁 还制作了一
块大型廉洁文化公益广告袁 悬挂于市区
中心醒目位置遥 公司电视台每天播出反
腐倡廉宣传口号袁并利用叶每周一歌曳栏
目播放廉政歌曲遥 厂区大屏幕每天滚动
播出反腐倡廉宣传标语袁 并在厂区主干
道架设廉洁文化旋风旗遥 各单位还在厂
区办公楼尧主要道路尧生产经营岗位尧宣
传橱窗等位置袁张挂标语尧横幅袁办黑板
报尧宣传展板袁安放警示教育牌匾等袁营
造了浓厚的廉洁文化氛围遥
廉洁文化进岗位袁 唱好廉洁从业重

头戏遥企业中管钱尧管物尧管人的岗位袁是
廉洁文化建设的重点岗位遥 各二级单位

对确定的 148个廉洁文化建设重点岗位
人员进行了反腐倡廉或法制教育袁 不断
增强其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遥建设公司尧
运输部为副科级以上管理人员购置发放
了叶廉政漫画曳口袋书曰机械制造公司举
办了反腐倡廉硬笔书法展评曰 水泥厂创
建了廉洁文化宣传走廊曰 碳素厂为每位
副科级以上管理人员赠送了廉洁教育光
盘曰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在科级以上干部
中开展了重温管理制度学习和自查活
动曰保卫消防中心编印下发了 220册叶以
案说纪袁明纪守法曳主题教育案例选编袁
180名重点岗位人员写出了学习心得体
会曰氧化铝二厂积极开展野争创廉洁示范
岗冶 活动袁 重点岗位人员签订了廉洁公
约尧佩戴了廉洁从业卡曰公司总医院开展
了医疗尧 护理尧 医德核心制度答题考试
等遥 各单位还普遍制作发放了廉洁从业
教育台签袁累计编印反腐倡廉教育材料尧
内部刊物 1247份袁督促各级管理人员学
廉守廉遥

廉洁文化进家庭袁 筑牢廉洁从业内

部防线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创新拓展
野当好廉内助袁树立廉家风冶活动的内涵袁
大力推进家庭廉洁文化建设遥 电解厂给
科级以上管理人员每人购买一套 叶廉洁
持家丛书曳袁要求每个家庭写一篇读书心
得曰工程公司尧水泥厂等单位下发了家庭
助廉倡议书曰 氧化铝一厂还把管理人员
家属请到厂里袁开展家庭助廉座谈讨论袁
畅谈感受体会曰河南分公司财务部尧水电
厂等单位袁通过廉洁短信尧亲情寄语等形
式开展家庭助廉活动袁 活动中共有 628
户家庭发起了野家庭助廉冶倡议书遥
廉洁文化香飘铝城遥如今袁当你走进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各个办公楼尧 厂区
马路尧车间班组尧生产岗位袁到处可以看
到廉洁宣传标语尧廉洁温馨提示尧廉洁文
化橱窗袁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廉洁清风遥廉
洁文化已如清风化雨袁 融入到中铝郑州
企业两公司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袁为
企业健康和谐发展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内
部环境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欧阳建设冤
野回收一根旧枕木袁制作成道岔防爬支
撑再利用袁按每根枕木 200元尧一组道
岔支撑用 5 根新枕木计算就能节约
1000元遥 今年大修 10组道岔用旧木
枕制作道岔防爬支撑就能节省材料费
10000元袁 还能有效减少固体废弃物
对道床的污染遥 冶7月 10日袁运输部工
务段工业站工区的员工在回收工地上
的旧木枕时细细算了一笔账遥 这也是
运输部自开展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创效冶
指标挑战劳动竞赛活动以来袁发生在
员工们身上的真实写照遥
在竞赛过程中袁运输部将指标挑

战赛同各单位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袁

对月度考核中获 野节能减排袁 降本创
效冶指标挑战劳动竞赛的优胜单位袁提
取专向奖金按人均 10元的标准给予
奖励遥指标挑战劳动竞赛的开展袁有效
激发了广大员工降耗降本的积极性和
热情袁形成了野人人动手降成本袁齐心
协力增效益冶的良好氛围袁为运输部生
产建设的持续创新尧 持续降低成本提
供了新的动力袁促进了运输生产稳定尧
健康尧和谐尧快速发展遥截至 6月底袁该
部铁路运输各项主要指标均实现了时
间过半任务超半袁综合单位能耗为 6.9
吨标煤/万吨袁铁路运输综合单位成本
实现了分公司下达的二档指标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邓广顺冤曾多
次获得分公司野安全管理先进单位冶尧
郑州市野安康杯冶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的工程公司党委袁充分发挥党支部和
党员在安全生产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
模范作用袁积极开展党员身边无野三
违冶活动袁截至目前袁该厂创出了连续
1600天事故为 0的新记录遥
今年年初袁 该公司在党员中开展

了党员身边无 野三违冶渊无违章指挥 尧
无违章操作 尧无违反劳动纪律冤活动袁
并建立了党员动态管理模式袁利用多

种形式强化每个人的安全责任意识袁
动态划分党员安全责任区袁 做到党员
安全责任区覆盖每一个作业场所袁形
成野党支部包党员袁党员包现场冶的包
保体系袁做到班班有党员袁实现了安全
生产覆盖管理遥针对少数党员调整尧变
动情况袁公司及时更新责任包保书袁不
仅避免了包保体系漏报等现象袁 而且
有效地增强了党员干部安全责任意
识袁 确保了安全监督检查效果遥 活动
中袁 党员干部发现现场安全隐患 67
项袁均得到及时整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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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厂开展野节能降耗袁党员争先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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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氧化铝二厂廉洁从业签字仪式现场遥 刘国华 摄影

7月 16日袁保卫消防中心消防队开展了消防业务技能野号操冶对抗
赛遥 石东山 摄影报道

入夏以来袁氧化铝一厂八车间派专人每天为一线员工送绿豆汤袁员工
们笑在脸上袁甜在心里遥 贺利娟 摄影报道

近日袁工程公司党委召开了党员座谈会遥会上袁新发展的 5名党员面对
庄严的党旗宣誓遥 邓广顺 张艳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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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故事宣讲比赛现场遥 梁 涛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