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制造公司野双培养冶活动亮点纷呈
本报讯 渊通讯员 丁丽萍冤2007 年

以来袁机械制造公司党委在开展野双培
养冶 渊即野把生产经营骨干培养成为党
员袁把党员培养成为生产经营骨干冶冤活
动中袁突出重点袁大胆尝试袁使整个活动
亮点纷呈遥 2007年年终总评袁仅河南分
公司劳动模范尧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
党员比例就占到 83%遥在当年的技术比
武中袁所有党员均获得优异成绩袁其中
3名被培养者脱颖而出袁 获得 2008年
度野首席员工冶称号遥 7名技术骨干中袁5
名先后被发展为预备党员袁另有 2名被
各支部列为要求入党积极分子遥 野双培
养冶活动开展一年多来袁党组织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持续提升袁先进作用得到有
效发挥遥

亮点一院科学定位袁点面结合遥机械
制造公司党委通过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以野工作业绩星尧安全生产星尧思想工作
星冶为内容的野创星冶竞赛活动袁有针对
性地组织党员开展技术攻关尧 小改小
革尧合理化建议和降耗降本尧野今天我当
安全员冶等各具特色的小竞赛袁提升了
党员的整体素质遥同时袁通过筛选袁按照
双向选择尧自愿结合的原则袁结成 15对
野双培养冶对子遥各党支部针对野双培养冶
对子的个人状况和岗位实际袁帮助培养
对子从思想作风尧业务技能尧管理能力
等方面设定目标袁作出承诺遥 党委隆重
举行了野耶双培养爷工作承诺书冶签字仪
式遥
亮点二院上下联动袁大胆探索遥党委

和支部分别建立了叶野双培养冶工作管理
台账曳袁明确职责袁狠抓落实遥 各党支部
大胆探索袁不断创新袁取得了较好效果遥
铆焊车间党支部采用的确定一个培养
目标袁签订一份承诺书袁培养人尧被培养
人尧支部三方联动的野113冶工作法袁促使
支部和结对双方增强意识袁 落实责任遥
金工车间党支部的野细化责任袁分步实
施袁适时激励冶的做法袁明确了把骨干培
养成为党员的具体方法步骤袁提出了把
党员培养成骨干的阶段标准等袁有效地
促进了活动的开展遥
亮点三院创造条件袁搭建平台遥为给

野双培养冶对子搭建提高素质尧学习技术
的平台袁党委和支部积极创造条件遥 对
非党骨干袁组织参加党课学习尧党日活

动袁把他们吸引在党组织周围袁通过交
任务尧压担子等方法袁促进健康成长曰为
党员购买专业技术书籍袁组织参加业务
技术培训袁通过生产突击尧岗位练兵等
形式袁 引导被培养对子钻研业务技术袁
提高业务技能袁有效保证了活动效果遥
亮点四院抓好典型袁适时激励遥党委

重视典型引路和适时激励的效应袁坚持
每月通过支部书记例会和季度活动考
核评比尧年底总结表彰等形式袁交流和
推广支部的亮点经验袁引导和激励各支
部争创特色袁多出亮点遥党支部把野双培
养冶列入党员野创星冶尧评先的条件之一
给予考虑袁 对先进典型及时给予表扬袁
并在当月考核中加分袁促进了活动的健
康开展遥

近日袁氧化铝一厂技术监督站党支部迎来了水泥厂 6名党务工
作者袁双方就党员先锋岗创建和野双培养冶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遥 图
为该站党支部书记陆家康在介绍党员先锋岗的创建心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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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综合

一尧先进单位渊3个冤
工学院 技工学校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幼儿园

二尧先进集体渊10个冤
工学院院冶炼教研室

计算机中心

联合办学处

技工学校院教务科 机械教研组

鉴定站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院
幼儿园小班教研组

幼儿园二十二班组

幼儿园十四班组

幼儿园十六班组

三尧教育工作标兵渊7人冤
李 刚 段玉彬 秦秀霞 肖艳玲

安 丹 马 兰 徐新梅

四尧优秀教师渊12人冤
田晓玲 蒋联峰 刘伟霞 关向红

付金占 张霞梅 马金凤 张红梅

高秀华 禹琰佳 王妍华 方 晓

五尧优秀班主任渊15人冤
朱 江 赵晓惠 付郑兰 李其升

曾 波 曹瑞灿 付京兰 赵 艳

于 波 于东萍 宿 艳 杨水育

李 艳 范真真 尚 艳

六尧优秀教育工作者(17人)
覃跃堂 王先彩 泥宗豫 廖民琴

罗敏霞 杨德刚 潘 登 马晓莉

李 华 郭建平 高入室 高 翔

王冬霞 刘 冬 程丽华 景荫滨

朱培元

近年来袁电解厂工会以做员工的野贴
心人冶尧野知心人冶袁以求野聚人心冶为切入
点袁积极推进工会野四项工程冶工作袁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遥 2003年以来袁电解厂
工会曾连续 4 年荣获公司合理化建议先
进单位称号袁连续 5年被评为公司优秀基
层工会袁连续 3年荣获郑州市工会财务工
作竞赛先进集体称号遥

知心袁积极推进素质工程

电解厂工会想员工之所想袁急员工之
所急袁以劳动竞赛尧技术比武尧合理化建议
等活动为主要内容袁 通过活动的开展袁调
动了广大员工学技术尧赛指标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遥

各车间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了富
有特色的劳动竞赛袁比如电解车间的野抗
高温袁夺高产袁大干一百天冶劳动竞赛袁铸
造车间的野提质降耗袁安全高产冶劳动竞
赛袁检修车间的野比比看中展风采袁日月星
光炫灿烂冶劳动竞赛袁运输车间的野红旗车
设备管理冶劳动竞赛袁阳极车间的野设备管
理比比看冶劳动竞赛等遥 形式多样的劳动
竞赛以班组指标优化为载体袁以星级管理
为表现形式袁搭建起了广大员工野赛指标袁
比贡献冶的舞台遥 劳动竞赛不仅促进了指
标的创新袁 而且造就了一支顽强拼搏尧敢
打硬仗尧勇争一流的员工队伍遥 2004年以
来袁该厂累计评出野季度最佳冶员工 228人
次袁有 9个班组被分公司授予野五一创新
示范岗冶尧2个班组被分公司授予 野工人先
锋岗冶尧13名员工被授予 野五一创新能手冶
称号遥

近年来通过承办和组织员工参加省
市级技术比武袁该厂共夺取河南省第一名
3人次尧郑州市第一名 7人次尧省市级前 5
名 16 次袁 被授予郑州市技术能手 16 人
次袁100多名员工通过技术比武拿到了职
业技能等级鉴定证书遥 参加技术比武袁在
广大员工中掀起了学技术用技术的高潮袁
不断提高了员工的技能水平和技能等级袁
涌现出了霍占旗尧连福生等河南省级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和窦广田尧王银峰尧李刚
等郑州市级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遥该厂一
大组被评为中铝公司班组建设先进班组袁
五大组被评为河南省创新型班组并被授
予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袁检修车间电钳四

班被评为全国职业道德建设百佳班组袁电
解厂荣获 2007年度河南省学习型组织先
进单位称号遥

该厂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袁鼓励广大
员工结合生产实际挖潜增效袁 节能减排遥 3
年来共提出合理化建议 7277条袁 实施 722
条袁创经济效益近 1000万元遥该厂员工冯玉
斌被评为分公司十佳知识型员工标兵曰成
庚尧李方义被评为分公司野金点子冶员工袁还
被评为郑州市合理化建议先进个人曰张点被
评为全国知识型职工标兵袁第二次被全国总
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遥

贴心袁坚持推进温暖工程

电解厂工会以温暖工程为载体袁把党
委和行政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特困尧困难员
工和困难劳动模范及广大员工心中遥 他们
建立完善的野必访必谈冶制度袁以服务群众
为工作的出发点袁不仅要求各基层工会主
席深入员工中开展工作袁形成有效的信息
传输渠道袁而且厂工会定期组织人员深入
一线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和工作尧 生活尧
学习情况袁及时掌握员工的信息袁时时做
到野进千家门尧知千家情尧解千家难尧暖千
家心冶袁 成为员工遇到困难和问题时的第
一发现人尧第一报告人尧第一帮扶人遥 几年
来袁该厂共为 7名员工申请爱心互助基金
救助袁救济金额 13.5 万元曰救济困难员工
80余人袁救济金额 2.57万元遥 该厂员工积
极参与团体意外保险袁两年来共有 100余
人次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互助保险袁为 18
人次办理伤残赔偿袁 赔偿金额近 4万元遥
该厂还为每位女工购买了女工安康保险袁
提供了健康安全保障遥 每年夏季袁机关人
员服务一线袁每天送绿豆水和冰水袁为一
线员工送清凉遥 2006年以来袁该厂坚持为
每位员工送上生日贺卡和生日蛋糕袁让员
工充分体验组织的温暖和电解大家庭的
温馨遥

凝心袁深入开展阳光工程和文体工程

维护员工的知情权尧参与权尧选择权尧
监督权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袁保障员工民主
参与尧民主管理尧民主监督的权利是工会
的重要职能遥 针对阳光工程袁野党委是第一
领导人袁行政是第一执行人袁纪委是第一

监督人袁工会和员工是第一评议人冶袁从班
组到车间尧从车间到厂建立了三级厂务公
开制度遥 野让阳光照耀管理的每个程序尧让
阳光洒满操作的每个细节冶是该厂工会开
展阳光工程的一个基本原则遥 他们通过员
工代表大会尧成本分析会尧员工意见箱尧公
告栏等袁让员工了解科室尧车间尧班组的各
类信息遥 工会每月对厂务公开情况进行检
查并纳入绩效考核袁保障了公开内容的及
时性尧准确性遥 在绩效考核方面做到公平尧
公正尧公开袁不仅消除了员工的疑虑袁而且
避免了纠纷和冲突遥 多年来该厂没有发生
过一起上访事件袁为创建和谐企业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遥
立足企业搞文体袁员工在愉悦中陶冶

了情操袁焕发了力量遥 该厂工会把实施文
体工程与建设先进企业文化尧丰富员工精
神世界尧增强员工精神力量相结合袁通过
组织开展内容积极向上尧员工喜闻乐见的
系列活动袁引导员工树立文明尧健康尧科学
的生活方式遥 通过开展文体活动袁展示员
工的风采袁弘扬企业精神袁树立企业形象遥
为了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体育生活袁该厂
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建设了员工活动室袁内
有健身器材尧乒乓球尧台球等体育设施遥 该
厂每年组织员工参加中铝郑州企业的篮
球比赛尧排球比赛尧拔河比赛等遥 该厂还先
后成立了篮球协会尧足球协会尧乒乓球协
会和羽毛球协会等体育协会袁有组织地引
导员工开展文化体育活动遥 该厂组织的
叶唱支山歌给党听曳 节目曾应邀在河南电
视台演出遥该厂夺取了中铝郑州企业 2005
年度野三八女工风采模特大赛冶金奖和野咱
们工人有力量冶 拔河比赛第一名及 2007
年度拔河比赛第一名遥 这些活动不仅展示
了电解人团结进取尧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和豪迈气概袁而且激发了广大员工为全面
实现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壮志豪情遥
该厂积极推进野四项工程冶袁不仅提高

了员工的技能水平袁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
忧袁拉近了普通员工与企业和领导之间心
与心的距离袁丰富了员工的业余文化体育
生活袁减少了员工与班组和车间在绩效考
核方面的矛盾与冲突袁而且增强了企业的
向心力尧凝聚力和战斗力袁有力地促进了
生产发展遥 上市以来袁电解厂连续 6年超
计划完成生产任务袁技术经济指标连创新
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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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路统旭 )8 月 5
日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2007年度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评
审结果揭晓袁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申报的
纪检监察工作成果 叶中铝郑州企业领导
人员廉洁从业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曳
获得一等奖遥这次获奖是 2003年以来公
司管理成果在有色行业获奖等级最高的

一次遥
据悉袁 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评审已

经在有色行业开展了 23年袁本届渊第二
十三届冤 成果评审共有 52项成果获奖袁
其中一等奖 8 项尧二等奖 33 项尧三等奖
11项袁总体上体现了我国有色行业企业
管理的先进水平和发展趋势袁 具有较高
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遥

公司纪检监察工作荣获全国
有色企业管理成果大奖

为解决一线倒班员工吃饭难的问题袁 氧化铝二厂各车间相继建
立了小厨房袁配备了餐饮器具遥员工高兴地说院野在单位用餐袁不但环
境优雅袁而且比在家里吃得舒服浴 冶 刘国华 摄影报道

公司 2007 -2008 年度教育
培训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7月 17日袁 运输部车辆段轮轴班
在全国机械冶金建材系统召开的野争创
学习型组织袁加强班组建设冶现场经验
交流暨表彰会上被授予 野先进班组冶称
号袁而且成为中铝郑州企业唯一获此殊
荣的班组遥
这是一个年轻的团队袁 现有员工

13人袁其中女员工 10 人袁平均年龄只
有 35岁曰这是一个光荣的集体袁先后荣
获郑州市野三八红旗集体冶尧郑州市野五
一文明岗冶尧 公司 野五一创新示范岗冶尧
野五一巾帼示范岗冶等多项殊荣袁接待了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尧 国资委监事
会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尧中铝
公司总部领导的参观调研遥

轮轴班主要承担河南分公司自备
车辆轮对的检修袁负责轮轴除锈尧探伤尧
检测及选配等工作袁其检修质量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列车在国铁线路上的安全
运行遥近年来袁轮轴班在班组建设中袁坚
持野质量是生存线袁安全是生命线冶的工
作理念袁贯彻野精检细修袁一丝不苟袁辆
辆优质袁列列安全冶的方针袁以野效益在
我手中袁质量在我心中冶为主题袁从讲学
习尧重安全尧保质量尧创效益入手袁积极
开展班组创建活动袁为铁路运输野安全尧
稳定尧经济尧高效冶运行作出了突出贡
献遥

讲学习院提素质
近年来袁随着新购车辆及新型 K2尧

K5转向架检修等新技术尧新工艺尧新设

备的投入使用袁对员工检修水平和车
辆检修质量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
求遥 轮轴班以野创建学习型班组袁争做
知识型员工冶活动为载体袁围绕保生
产尧抓质量尧讲安全尧降成本创新性地
开展了野四比一创尧五放心冶活动遥 野四
比一创院比学习袁提技能曰比技术袁提
素质曰比质量袁提效益曰比安全袁保质
量曰创质量信得过班组遥 对自己检修
过的轮对做到五放心院野自己放心袁检
查员放心袁验收员放心袁领导放心袁运
行放心冶遥 轮轴班还采取野每周三题袁
每月一考冶的工作方法袁激发了员工
对新型设备维修尧检修作业标准学习
的积极性遥 员工马中建立足本职岗
位袁学一行尧钻一行袁在干中学尧学中
干袁熟练掌握了一手过硬的轮对探伤
检测技术袁在铁道部组织的探伤工培
训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袁其
撰写的叶RE2 车轴轴颈卸荷槽超声波
探讨曳论文还在河南省无损检测学术
会上进行交流袁 并被评为优秀论文袁
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袁成为班组员工
学习的榜样遥

重安全院零伤害
随着国铁的六次大提速袁 对企业

自备车辆在正线上的安全运行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遥 轮轴班员工秉承野安全是
生命线袁质量是生存线冶的理念袁贯彻
野精检细修袁一丝不苟袁辆辆优质袁列列
安全冶的安全方针袁严抓安全管理袁落

实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确认制袁坚持每
周一安全日和每天安全巡检袁持续开展
野人人都是安全监督员冶活动袁让每一名
员工都履行安全监督员的职责袁提高了
员工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袁使野落实
高于一切冶的安全理念深深根植于员工
的意识中袁体现到行动上遥 班组员工在
野三室冶改造中袁集思广益袁自发动手袁将
涉及生产尧安全尧质量等方面的内容袁用
温馨提示和亲情寄语的形式表达出来袁
在镜子上巧妙地点缀了 野亲爱的工友袁
您的劳保用品穿戴好了吗冶 等亲情提
示袁使员工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安全关系
到家庭的幸福安康袁自觉参与到班组的
安全管理活动中袁有效杜绝了野三违冶现
象袁实现了班组安全生产 0事故袁并首
批通过了公司安全确认制达标班组尧无
伤害班组创建验收遥

保质量院无缺陷
轮对检修是保证车辆安全运行

的一道重要关口遥 轮轴班员工深知肩
上责任重大袁 在检修过程中追求检修
工艺高标准袁认真执行探伤工艺规程尧
段修工艺规程和岗位作业标准以及
野三检尧一验冶制度袁执行标志工作法袁
各工序严把质量关袁 做好上下道工序
的衔接袁实行标准化作业袁把好轮对检
修质量关袁 确保轮对检修合格率达到
100%遥 班组员工还按照设备管理制
度尧操作规程尧确认制程序袁做好专用
设备的日常点检尧 润滑和维护保养工

作袁使设备始终处于预知尧受控之中袁
做到野一零尧二净尧三清尧四无尧五不
漏冶袁使设备完好率始终保持在 100%袁
确保以工装保工艺尧以工艺保质量尧以
质量保安全目标的实现遥

巧节能院创效益
2008年袁 面对艰巨的生产任务和

严峻的成本压力袁轮轴班围绕野节能减
排尧降本创效冶指标挑战赛袁细化分解
成本指标袁强化班组成本核算袁将降耗
降本的责任落实到个人袁 使班组每名
员工身上有担子尧有指标尧有考核袁形
成了降耗降本我争先尧 人人努力创效
益的良好局面遥 班组员工结合岗位实
际袁积极开展小改小革尧合理化建议尧
修旧利废活动遥 仅今年上半年班组员
工就提出合理化建议 63条,许多建议
被车间尧运输部采纳实施并取得实效遥
其中分公司 70 万吨氧化铝项目新建
站修车库转向架冲洗机的储水罐因工
程施工停用袁影响到了正常的生产袁班
长樊惠敏带领班组员工积极开动脑筋
想办法袁 提出了采用沉淀池代替储水
罐的建议袁并合理改进操作方法袁解决
了循环水在使用过程中杂质多损伤水
泵的问题袁确保了生产的正常运行遥在
修旧利废方面袁 轮轴班在完成生产任
务的同时袁 对报废车辆不到期能继续
使用的轮对进行检修袁 不仅年可节约
费用 50 余万元袁而且为车辆运行提供
了可靠的轮对保障遥

运 输 部 车 辆 段 轮 轴 班 被 评 为
全国机械冶金建材系统野先进班组冶

阴 欧阳建设 姜静萍 徐宏昶

区政协关于征集文史资料的通知
为纪念上街区建区和中铝郑州企业

建厂五十周年, 区政协面向全区征集文
史资料, 希望全区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撰
写提供自己亲闻尧亲见尧亲历且具有历史
价值的事情尧事件遥
本次征集的内容如下院
1.解放前后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关

于我区农村村落尧民居尧古迹尧古建筑等
的老旧照片遥 2.上街区和中铝郑州企业
的创建尧发展及规模袁攻关尧科研的经过

及成果袁生产经营管理之道袁与国际间的
技术交流袁 各级领导对上街区和中铝郑
州企业的视察尧指示袁上街人无私奉献的
事迹袁职工教育及文体活动等袁文字或图
片均可遥
提供材料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和本

人简要情况遥
联系电话院68923146 68923551
邮箱地址 院sjzxzmwy@zhengxhou.

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