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贺利娟冤在日前
刚刚结束的中铝河南分公司合理化建
议成果发布会上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野提高平盘过滤机效率措施冶 的建议在
一等奖 1名尧二等奖 4名尧个人金点子
奖 3名等 6个奖项和 433个获奖建议
中脱颖而出袁喜获一等奖遥 该建议实施
后袁 年可为分公司节约 1226.4491 万
元遥

3号尧4号两台平盘过滤机于 2005
年 10月 28日试车投产袁是氧化铝生产
中的关键设备遥八车间平盘岗位员工非
常重视合理化建议和小改小革活动袁为
保证平盘过滤机的高效运行袁他们针对
3号尧4号两台平盘过滤机设计尧运行过
程中的缺陷袁多措并举袁使运转率得到
了提高袁料浆流量稳定袁滤布再生有保
障袁实现了提产降耗袁并产生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遥
新投用的平盘过滤机系统是澳大

利亚进口设备袁压条在系统中起着固定
过滤机滤布的作用遥 在投产初期袁原设
计的尼龙绳压条和固定压条的嵌封槽
在结构尧尺寸及选型上不配套袁造成压
条固定不牢袁 滤布被频繁吹起而损坏袁
系统被迫停车袁严重影响了平盘过滤机
的产量尧 质量达标袁 设备运转率仅达
50%左右遥 为改变这一现状袁氧化铝一
厂的技术人员和岗位员工一起经过细

致的观察袁根据嵌封槽的特殊结构设计
出了野T冶型压条袁解决了影响生产的瓶
颈难题遥

生产运行中一次洗液冲洗喷头经
常堵塞严重袁导致平盘过滤机每小时的
产能只能维持在 60 吨左右袁 水分在
8%袁附碱也难以保证袁洗水用量大袁蒸
汽消耗高遥工序长付东岗和员工们经现
场勘察袁通过实施在一次洗液冲洗管进
布料围堰前加装过滤器袁过滤器底部装
放料管袁 对喷淋头孔径进行扩大改造袁
对冲洗主管结构进行由中间向两头分
料改为从盘心向外进料袁两头各 1个放
料阀改为在围堰外装 1个放料阀的彻
底改造袁 解决了制约平盘指标优化尧提
高产能的难题遥他们还针对平盘料浆槽
出口阀门所用阀门不合适袁造成料浆泵
向平盘供料极不稳定的问题袁采用了将
此阀门改为槽壁阀袁并在料浆泵前加装
1个闸板阀作为流量控制的建议袁实现
了平盘稳产高产遥
合理化建议实施改造后袁平盘过滤

机设备运转率由最初的 30%提升至目
前的 98%以上曰台时产能从试车初期的
40吨提升至目前的 145吨袁 超过设计
产能近 50%曰 经济技术指标不断优化袁
洗水消耗尧蒸汽消耗均比设计用量节约
一半以上袁 水分指标由设计的 8%优化
至目前的 5%左右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国华 宋志强
安华芳)日前袁在郑州一家医院陪父治病
几个月归来的氧化铝二厂分解车间员工
董玉萍刚把出院的老父亲安顿好袁 门铃
响了袁 开门后发现门口站的竟然是带着
慰问品的单位领导遥顿时袁董玉萍激动得
热泪盈眶遥
这一幕是该厂党委对员工尧 员工家

属进行大病看望的一个动人场面遥野心灯
工程冶从 2007年提出到现在袁已经逐渐
成了该厂党委关心尧关爱员工袁为员工办
实事的一个统称遥

2007年以来袁 围绕 野心灯工程冶建
设袁 该厂领导班子成员坚持执行循环定
点参加一线轮班周一安全活动制度袁直

接倾听员工心声袁现场办公袁协调解决
员工提出的各种热点尧难点问题遥 他们
积极为没有工作的员工家属联系就业
渠道袁协助解决困难员工的后顾之忧遥
七一尧 春节前袁 他们探望并为困难党
员尧困难员工发放慰问金遥 另外袁该厂
还为全体员工购买了团体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和女员工安康互助保险袁 截至
目前袁 先后有 10 人次获得理赔金额

35313.08元遥该厂还先后投入 600多万
元进行了收尘系统尧 外排水处理系统
技改袁建立了垃圾中转站袁进行了绿化
维护和绿化升级遥 为解决一线倒班员
工的吃饭难尧娱乐难等问题袁该厂积极
推行野小厨房冶建设和野三室冶改造袁先
后建成 7个 野小厨房冶尧5个员工之家袁
野三室冶改造全部完工袁打造了具有该
厂特色的野家文化冶遥 这些活动的开展袁

极大地凝聚了员工队伍袁 为确保产量
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该厂党委通过实施 野心灯工程冶建
设袁使野快乐工作尧健康生活冶的文化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袁 同时也激发了广大员工
为二厂的发展干事创业的热情遥 在大家
的努力下袁2008年上半年袁 氧化铝二厂
取得了商品氧化铝 39.5万吨袁实产氧化
铝 37.5万吨的好成绩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陆家康 马君冤
日前袁在公司召开的野四好冶领导班子
创建和野三比一创冶党员先锋岗活动总
结表彰大会上袁 氧化铝一厂技术监督
站党支部被授予野红旗党支部冶称号遥
技术监督站党支部把加强学习和

思想教育作为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袁
制订了野每月一课冶尧野每月一题冶等政
治理论学习制度遥 对领导班子成员和
党员提出了野四项要求冶袁即自主学习
与集中学习相合尧学习原著与专题研
讨相结合尧系统学习与重点学习相结
合尧 学习理论与工作实际相结合袁使
班子成员和党员的参学率达到了 95%
以上遥 在思想信念教育方面袁通过开
展党员先进性教育尧党员先锋岗的创
建尧党在我心中尧廉言警句征集尧廉洁
文化野三进冶等活动袁增强了党员干部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另外袁 他们在党员中广泛开展了
对技术落后的员工进行野1垣1冶带徒活
动遥 这项活动的开展使技术滞后员工
的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袁使野师傅
主动教袁徒弟虚心学冶的学习氛围在
技术监督站蔚然成风遥 共产党员张世
伟由于年纪较轻袁 对其带徒有所顾
虑遥 在党小组长周资盛的帮助下袁他
转变工作思路袁 主动担当起带徒工
作遥 师徒二人经过 5个月的交流与学
习后袁 徒弟已能够独立上岗操作袁取
得了高级分析工资格证书袁由技术落
后变为现在的技术骨干袁成为技术监
督站员工增才干学技术的榜样遥 同时
该站还在党员与员工之间开展了技
术比武尧野巾帼示范岗冶尧野星级指标挑
战赛冶尧野合理化建议冶尧野技能培训冶等
创新创效活动袁使一批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屈 波 摄影报道冤
历时 5天的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幼儿园的招
生工作于 7月 21日结束袁 此次共招收新生
幼儿 468名袁幼儿升班 832名袁退园幼儿 162
名遥为了更好地为中铝郑州企业职工提供优
质尧便捷的幼儿入托服务袁切实解决职渊员冤
工们的后顾之忧袁后勤中心幼儿园于 7月 14
日起开始了适龄儿童的入园招生工作遥

本着一切服务于职渊员冤工的宗旨袁幼
儿园先后通过电视新闻尧内网公告尧在各园

张贴醒目通知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遥 在此
次招生过程中袁为了避免家长大量聚集袁幼
儿园采取了分时间段尧 分年龄段的定向集
中报名登记的方式遥在园领导的带领下袁参
与报名工作组的老师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
休息时间袁顶着酷暑袁重复着枯燥而烦琐的
报名咨询手续遥来自于
细小环节的尽心与耐
心的超值服务袁受到了
家长们的一致好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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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综合

运输部作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铁
路运输企业袁 始终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
运输发展战略而刻意野经营冶袁在汲取近
50年文化积淀精髓的基础上不断推陈
出新袁致力于培育符合时代精神尧展现运
输特色的优秀企业文化袁 给企业注入了
活力袁实现了以文化促管理尧以管理促发
展尧以发展构和谐的良好局面遥 上半年袁
该部铁路运量累计完成 439.2 万吨袁铁
路周转量完成 6661.4万吨公里袁专列运
输完成 27530车袁 氧化铝罐车发运完成
7550 车袁产品发运完成 11809 车袁各项
主要生产指标均超额完成计划指标袁铁
路运输综合成本实现了分公司下达的二
档指标遥

文化铸魂 培育核心理念
企业的文化理念是企业统领管理尧

激励员工的野灵魂冶遥运输部不忘传统袁传
承文明袁提出了野发展是第一要务袁文化
是第一动力冶的理念袁把企业文化作为转
变员工思想观念尧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袁
坚持用先进的文化理念引领企业发展袁
把培育企业核心理念作为凝聚员工尧打
造团队的关键点来抓袁精心提炼尧悉心培
育出野与时俱进尧创新发展尧勇挑重担尧逢
一必争冶的新时期野火车头冶精神袁实现了

为中铝郑州企业的生产经营建设提供优
质运输服务的目标遥
为使企业核心理念得到广大员工的

认同袁运输部不断创新理念宣讲形式袁总
结广大员工自觉实践企业理念的生动事
例袁编成企业故事袁用身边的事例教育和
引导员工袁促进了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形
成遥 运输部还下大力抓理念制度化尧行
为化尧形象化袁通过舆论灌输尧思想引导袁
加深员工对企业理念的认识和理解袁从
而逐步将企业理念内化于心袁外化于行袁
使企业精神实实在在地融入企业的决
策尧制度和措施中袁真正成为企业的精神
支柱和全体员工的力量源泉袁成为企业
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遥

文化塑形 彰显特色文化
运输部在企业文化创建过程中袁坚

持野抓理念铸魂尧抓行为立制尧抓视觉塑
形尧抓创新聚力冶袁以创建企业文化创新
野示范基地冶活动为载体袁立足于野贴近实
际袁贴近岗位袁贴近员工袁体现特色袁全面
推动冶的原则袁积极推进理念尧行为尧视觉
三大系统建设遥 在员工中推行了野一句
话岗位规范冶尧野安全亲情寄语冶等活动袁
使之成为运输部企业文化建设的亮点遥
如车辆段提出的野质量是生存线袁安全是

生命线冶等主题袁充分体现出车间的自身
特点曰 电务段信号班布置装饰有亲人照
片的温馨家园袁上附野亲人盼你平安归冶
等亲切的话语曰 工务段员工以卡片的形
式在班组休息室更衣柜上张贴 野健康的
身体离不开锻炼袁 幸福的家庭离不开安
全袁 亲人时时盼你平安归冶 等 野亲情寄
语冶袁把文化建设转化到员工日常生活和
作业的程序上袁 融入企业的生产经营和
管理中袁深植于员工心里袁体现在员工的
语言和行为上遥

该部领导班子还把企业文化建设的
软实力摆到与提高经济实力同等的重要
位置上遥近几年他们先后投入大量资金袁
建成了企业文化广场尧 部史展览馆和文
化长廊袁重新编制了叶企业文化手册曳袁提
升了企业形象袁 为运输部的文化创新注
入了新的活力遥

文化凝心 营造和谐氛围
运输部的企业文化注重对员工的理

解和尊重袁强调人的价值尧情感尧自我实
现袁充分体现了人性化和人情味袁在企业
营造了一种温情尧 关怀尧 亲和的引人向
上尧催人奋进的人文环境和氛围遥
以文化的力量激励人遥 运输部坚持

从满足员工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出

发袁定期组织开展劳动竞赛尧岗位练兵尧
技术比武袁以及各种体育文化活动袁发动
员工广泛参与袁激发了员工积极向上尧拼
搏进取尧开拓创新的斗志遥
以舒适的环境陶冶人遥 运输部着眼

于一线员工袁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袁投
入资金为基层 50个班组 74个岗位进行
了野三室冶改造袁建起了建筑面积 6000平
方米的文化广场袁营造了幽雅整洁尧景致
怡人的环境袁使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尧认
同感显著增强遥
以温馨的关怀感召人遥 运输部恪守

为民之责袁多办利民之事遥深入开展送清
凉尧 送温暖活动袁 组织先进人物进行疗
养尧体检袁定期组织慰问老领导尧老同志
以及困难尧生病员工袁在企业内形成了一
种心心相印尧气氛融洽的局面袁提高了企
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遥
优秀的企业文化建设袁 为运输部带

来了生机和活力袁 管理水平得到了全方
位提升袁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大提高袁走上
了良性发展的轨道遥 整体铁路运输能力
与 2002年相比翻了一番袁连续多年保持
了野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冶称
号袁 企业文化建设经验还在首届中国博
鳌企业文化论坛上进行了交流遥

以先进 文 化引 领 企 业创 新 发展
要要要运输部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纪实

阴 欧阳建设

幼 儿 新 学 期 招 生 工 作 结 束

一尧 为什么要进行生活后勤服务
系统改革钥

1.实施生活后勤服务系统改革是
贯彻落实国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政
策的必然要求遥 2002 年袁原国家经济
贸易委员会尧财政部尧教育部尧卫生
部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尧建设部就联

合下发了叶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
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曳 (国经
贸企改[2002]267 号 )袁要求国有企业
对以福利型为主要特征的后勤制度
进行改革遥

2. 实施生活后勤服务系统改革是
中铝公司的统一工作部署袁 要求限期

完成遥中铝公司要求野深化后勤服务系
统改革袁在耶七厂一院爷全面启动水尧
电尧气尧暖设施改造和计量收费改革冶袁
要求所有成员单位加快推进后勤服务
系统改革遥 对不能按时完成后勤制度
改革的单位袁 中铝公司将被迫全部取
消水尧电尧气尧暖关联交易遥 目前袁按照
这一要求袁 中铝郑州企业已经没有费
用预算来源为职渊员冤工提供水尧电尧
暖尧液化气的供应遥

3. 实施生活后勤服务系统改革是
落实国家节能减排尧 节约资源的必然
举措遥目前袁中铝郑州企业职渊员冤工家
属区水尧电尧气尧暖价格均大幅度低于
市场价和企业成本价袁 甚至不收取任
何费用袁资源浪费现象普遍存在遥生活
后勤服务系统收费改革袁 不仅有利于
堵塞漏洞袁减少浪费袁而且有利于降低
企业成本袁实现资源节约尧节能减排的
发展目标遥

4.如果不能完成后勤制度改革袁企

业将面临严重的处罚遥2007年袁由于中
铝郑州企业更多地考虑职渊员冤工的利
益而没有按照进度要求进行后勤制度
改革袁国家财政尧税务等部门对中铝郑
州企业进行了经济处罚袁 中铝公司也
暂缓了关联交易补贴袁 并从 2008年 1
月份开始停止了水尧电尧气尧暖关联交
易补贴遥如果 2008年还没有进行后勤
制度改革袁 国家有关部门有可能把企
业后勤系统移交地方管理袁 企业向地
方政府交纳一定费用后由地方政府进
行收费袁企业将失去保障职渊员冤工福
利的平台袁职渊员冤工将受到更大的利
益损失遥同时袁中铝公司按照绩效管理
考核规定袁 将对其企业处以核减职
渊员冤工工资总额的经济处罚遥因此袁后
勤制度改革迫在眉睫袁是刚性任务袁势
在必行遥

中铝郑州企业生活后勤服务系统改革问题解答

编者按院根据国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精神袁落实中铝公司改革改制
工作的指导意见袁 完成好中铝公司关于后勤服务系统改革的工作部署袁
是当前摆在中铝郑州企业广大职渊员冤工面前的一项极为重要而紧迫的
工作遥 中铝郑州企业后勤服务系统改革袁事关职渊员冤工和离退休人员的
切身利益和企业生产经营大局的稳定遥为加强对后勤服务系统改革改制
工作的指导袁稳步推进改革改制工作的开展袁取得广大职渊员冤工和离退
休人员的理解和支持袁本报从本期开始袁将对中铝郑州企业生活后勤服
务系统改革的相关问题解答进行连续刊发遥

野心 灯工 程 冶暖人 心

技术监督站党支部

获公司级野红旗党支部冶称号

合 理 化 建 议 创 效 千 万 元
家长排队办理新生幼儿入园手续遥

天天倒班袁还得照看孩子袁这下我可安心工作啦遥

银7月 21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计量科开展了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遥

渊张家兴冤
银7月 10日袁 水电厂黄河水源车

间工会共为一线员工送西瓜七百多公
斤遥 渊高建华冤
银7月 8日袁电解厂二车间召开了

由班组长以上人员参加的第二季度思
想动态分析会遥 渊李政伟冤

银近日袁 运输部机动车间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进行了义务劳动遥

渊王欣欣冤
银近日袁 热力厂燃化车间进行了

迎八一文艺演出排练遥
渊李 红冤

6月以来袁工程公司检修车间工会积极开展岗位练
兵活动遥活动中袁有 4名同志被评为明星员工遥图为明星
员工张峰在比武现场遥

邓广顺 摄影报道

园领导现场办公解难题遥

近日袁氧化铝二厂管道化车间开展了野为党旗添光彩冶活动遥 图为该
车间党员在预脱硅槽顶进行义务劳动遥 刘国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