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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日袁工程公司工会紧紧围绕生产经
营建设及重点技改工程项目袁广泛开展
了野挖潜增效袁向每一个百分点要效益冶
的劳动竞赛活动和野我为企业降本增利
献一计冶的合理化建议活动袁使竞赛进
车间尧进班组和野建议大家提尧人人都受
益冶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袁极大地调动
了广大员工参与生产建设的劳动热情袁
促进了工程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发展
和员工队伍的稳定遥 据统计袁该公司今

年年初以来共开展大小劳动
竞赛活动 6 项袁80 多人分别
荣立了个人一尧二尧三等功遥
广大员工结合生产实际袁共
提合理化建议 300 余条袁实
施 50多项袁创效益 200多万元遥工程公
司被公司工会授予集体一等功遥
今年年初以来袁河南分公司的生产

经营形势十分严峻遥作为河南分公司辅
助生产单位的工程公司袁在确保氧化铝
大型设备常规检修外袁紧紧把握分公司

重点技改工程的建设袁动员广大员工在
野蒸发节能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冶 和野150
万吨选矿厂项目冶及野氧化铝一厂 1 号
熟料窑大修项目冶中开展了短尧平尧快的
劳动竞赛活动遥 特别是在野蒸发节能技
术改造项目冶中袁公司上上下下袁团结一
心袁众志成城袁经过顽强拼搏袁比原计划

提前 60天完成了任务袁 降低成本 1200
多万元遥 该项目部经理安志远尧工程公
司分别被长城铝工会荣记个人一等功
和集体一等功遥

今年年初以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党委围绕后
勤服务经营发展袁深入开展野四好冶领导班子创建活
动袁不断创新服务尧经营尧管理方式袁确保了后勤服
务管理中心各项工作的开展遥继去年荣获省级文明
单位尧 河南省学习型组织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后袁
七一前夕袁中心领导班子被公司党委授予创建野四
好冶班子先进集体遥

2007年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党委按照公司党
委野四好冶领导班子的总体要求袁紧紧围绕公司和后
勤中心的改革改制尧创新发展袁大力加强班子成员
的思想尧组织和作风建设袁在带好队伍上下工夫袁在
谋求企业发展上做文章遥他们加强领导班子的理论
学习袁中心党政主要领导做学习上的表率遥 在每月
集中学习时袁他们坚持做到学习时间尧人员尧内容落
实到位遥 在学习方法上袁他们坚持自学和集中学相
结合袁坚持专题发言尧专题报告尧专题讲座相结合遥
在学习形式上袁 他们坚持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
合袁注重学习效果袁把班子成员的思想统一到谋事
创业上来遥素质建设提高了班子成员的学习力和执
行力袁中心班子主要成员在除夕夜或厂内重大抢险
时都亲临生产一线进行现场服务袁提高了职渊员冤工
对服务工作的满意度遥
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是野四好冶领导班子

创建活动中的重要内容遥在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
作中袁 该中心党委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袁
扎实推进廉洁文化野三进冶活动袁全面落实领导干部
联系点制度遥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和各党支部班子成
员集中重温了各项管理制度袁 在学习的基础上袁认
真自查本单位在制度执行方面的情况袁写出了本单
位的制度执行情况报告袁 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措施遥
系列活动的深入开展袁增强了班子成员廉洁从业的
意识袁提高了拒腐防变能力袁营造了廉洁从业的良
好氛围袁树立了清正廉洁尧克己奉公的良好形象袁增
强了班子的威信和班子成员个人的人格魅力袁有效
地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袁增强了凝聚
力和干部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遥
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使该中心充分发挥了班

子成员的集体智慧袁他们讲党性袁讲原则袁讲团结袁
讲配合遥 在中心发展思路的确立尧目标的制订尧重大项目的论证尧重大制度的制
订和执行尧干部的调整任命等重大问题上袁该中心都通过集体研究决定袁使各项
决策得以落实袁变成集体的意志和自觉行动遥在工作决策中袁他们积极开展调查
研究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袁有效地避免了决策中的失误袁有效地发挥了班子的
整体功能袁形成了以班子和谐带动企业和谐的良好局面遥

野四好冶领导班子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袁使该中心把握了发展机遇袁培育了
新的经济增长点袁提高了企业持续发展能力袁实现了经营创收稳步发展遥 2007
年袁该中心自筹资金 300万元建设了幼儿园综合楼袁为今后幼教发展创造了条
件遥 他们开展了效能监察袁全年节约用电 260万千瓦时袁节约费用支出 108万
元曰他们开展了劳动竞赛袁冬季供暖节约蒸汽 7800吨袁节约煤制气 25 万立方
米袁节约用煤 300吨袁共计节约费用 85.15万元曰他们将新建生活区商用房公开
招租袁使商用房租金得到了较大提高遥 2007年袁该中心实现经营创收 800多万
元袁超额完成了长城铝下达的经营指标袁为中铝郑州企业的和谐稳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遥

翻开中国少年先锋队简史就会看
到袁不惧危险尧勇敢顽强的事迹贯穿始
终遥 队章中袁队的作风就是院诚实尧勇
敢尧活泼尧团结遥 勇敢始终是队组织在
教育过程中重要的环节遥
随着教育部 叶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办法曳的出台尧重新推出叶小学生守则曳
和叶小学生行为规范曳等举措遥 一系列
的迹象似乎告诉人们院 勇敢是一种蛮
干行为袁不应该在孩子们中间提倡遥进
行勇敢教育袁 等于不尊重孩子的生命
权遥这样一来袁学校也只得明令淡化勇
敢教育遥 组织活动时袁安全系数低的基
本已不再开展遥
勇敢教育真的不可提倡吗钥 自从

野民族精神代代相传冶 活动开展后袁弘
扬和培养 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
统一尧爱好和平尧勤劳勇敢尧自强不息
的伟大民族精神冶 又成了少先队工作
者面临的新课题遥因此袁我认为勇敢教
育不能淡化袁反而应该强化遥

什么才是勇敢呢钥 字典里解释为院
勇敢就是不怕危险和困难袁有胆量遥 在
当今社会袁我认为勇敢就是在实事求是
的基础上袁对于一些不可预知的事物敢
想尧敢说尧敢闯尧敢干袁敢于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袁最终超越自我遥 从某种意义上
讲袁勇敢意味着与时俱进袁开拓创新遥
可是现实生活中袁 人们为什么对

勇敢持一种回避态度呢钥 追究原因袁不
难发现如下问题遥

1.家庭因素的影响遥
现实生活中袁 为孩子创造一个优

越的环境袁 让孩子享受最好的生活条
件袁已成为大多数家长努力的方向遥 不
管孩子遇到什么难题袁 家长都会迎难
而上袁全力排解遥 我们曾对 205名家长
进行了 野教育孩子生活方面的困惑和
疑难问题冶的问卷调查袁结果只有 8名
家长提到了野怎样培养孩子勇敢自信冶
的问题袁 可见家长的态度是影响勇敢
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2.对勇敢的错误狭隘理解遥
社会上大力宣传的勇敢榜样袁绝

大多数都是以身殉职尧 因公负伤的事
例遥 因此袁 在大多数人心中勇敢就是
野英勇就义袁舍己为人冶遥

3.社会保障的不健全遥
许多勇敢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院

正直袁有宽广的胸襟尧博大的情怀袁爱
惜国家财产袁视陌生人如亲人袁在危急
关头敢于挺身而出遥 可是有些勇敢人
物因为见义勇为事件而导致了身体的
伤残袁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袁原本幸
福的家庭因见义勇为而渐落困境遥
以上这些来自社会尧 家庭的因素

给少先队工作者和少先队员带来了极
大的困惑和阻力袁 勇敢教育怎样才能
得到家长和社会的全力支持袁 有效地
开展起来呢钥 少先队作为培养党的事
业接班人的组织袁 应如何系统地进行
勇敢教育呢钥 通过几年来从事少先队
工作积累的经验袁 我认为可以采用三

步走的方式开展遥
1.有形虚意袁身体触动遥
每个人只要不是先天因素的影

响袁所具备的能力应是大致相同的遥 但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出现差别袁 原因多
数是环境的影响将某一因素隐性化遥
因此袁可以以此为突破口袁选取条件恶
劣的环境袁人为设置适当难度袁通过环
境及团队的影响袁 刺激出本身隐性的
勇敢因素遥 比如院潜能拓展基地尧生存
大挑战尧勇者之行尧勇者胜等等遥
在有些活动中袁 让队员进行五公

里定向越野遥 跑不动时袁 互相搀扶着
跑曰有人累倒了袁轮流背着走遥 黑夜袁让
队员进行夜送情报尧夜探山洞的活动袁
当身体被一片漆黑包围时队员会体验
到什么是胆量袁什么是勇敢遥 因为设施
的局限袁 虽不能让队员完全认识勇敢
的真正内涵袁 但它却能使队员真实地
感受到它袁激发兴趣去战胜恐惧遥在有
形的环境中袁无须过多说教袁让自己的

身体来说话遥 这是队员自主自愿接受
勇敢锻炼的最好途径和方法遥 也受到
很多家长的欢迎遥

2.有意虚形袁心灵扣击遥
使用言论让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上

的内容汇集一处袁 让人们在一个小小
的空间里袁准确尧系统地获取某方面的
内容遥 在培养队员勇敢的过程中只有
让队员全面完整地认识勇敢袁 才能事
半功倍地指导自己的行动遥 在这一环
节里袁 我们的落脚点应放在队员的内
在认识上袁 让队员用心灵体验勇敢的
内涵和外延遥
组织开展 野我看勇敢精神冶 辩论

会遥 让队员收集有关野勇敢冶的各种事
例袁 根据事例谈自己对勇敢的看法遥
如院某人在街上看到有人在抢劫袁不是
勇敢地上前制止袁 而是急跑到公共电
话亭向 110报警曰 某人为了证明自己
的勇敢袁 跟别人打赌袁 夜晚去偷自行
车遥哪种是勇敢行为钥同学们在激烈辩
论的同时袁也在不断思考袁最终大家明
白了什么是真勇敢袁什么是蛮干遥

3.形意结合袁身心验证遥
为了让队员能把自己体验尧 感悟

到的勇敢精神袁 反过来指导自己的行
动袁最终成为一种习惯袁我们可以开展
野我勇敢袁我能行冶系列活动遥
在学校中开展队干部轮换制袁给

队员创造敢于推销自己袁勇于竞选的机
会曰开创野小小发明家协会冶袁给队员勇
于探索袁勇于创新的机会曰开展野队组织
里的小柯南冶活动袁给队员不畏强权勇
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曰在家庭中开展
野家庭协议书冶活动袁给队员勇于承担责
任的机会曰在社会上开展野勇敢方程式冶
活动袁给队员提供传递勇敢的机会渊让
队员通过自己的勇敢行动袁 小手拉大
手袁 将勇敢衍射到社会的各行各业袁激
发出成人的勇敢行为冤曰开展野见义勇为
手拉手冶募捐活动袁给队员勇于参与成
人世界的机会; 让队员在少先队组织里
成立野见义勇为冶基金会袁利用节假日走
上街头袁进行募捐袁以此帮助那些令人
敬仰的见义勇为的人群遥
有形虚意袁有意虚形袁形意结合袁

这三个阶段袁包含了三个层面遥 让队员
由浅入深袁由感性到理性袁再反过来指
导行动袁通过验证袁确实是一个行之有
效的教育途径遥
谈到勇敢袁想起歌德告诫人们的一

句话院野你若失去了财产袁你只是失去了
一点儿曰你若失去了荣誉袁你就失去了
许多曰你若失掉了勇敢袁你就把一切都
失掉了遥 冶重温这句话袁我们会感叹他的
伟大遥作为一个培养党的事业后备军的
少先队工作者袁我们有责任不断探索培
养队员勇敢精神的良好方法和途径遥

今年年初以来袁 水泥厂党委以提高经济效益为重点袁
紧紧围绕生产经营中心袁相继开展了野春季劳动竞赛冶尧野降
本增效袁党员先行冶立功竞赛尧野五评一树冶等活动袁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遥

在野春季劳动竞赛冶中袁各车间科室尧工段尧班组之间的
党员相继开展了一些针对性尧实效性强的小指标竞赛活动袁
以小指标的完成来保证大指标的实现遥 烧成车间党支部开
展了以野赛产量袁夺第一曰赛质量袁创优质曰赛消耗袁降成本冶
为主题的竞赛活动袁党员带头攻关袁在不停车的情况下袁成
功地对过滤器等进行清堵袁消除了影响长周期运行的野拦路
虎冶遥为合理配送燃煤袁保证湿磨干烧窑稳定燃烧袁降低燃料
成本袁丙班主控室党员郑军带领班组 6名成员袁以实现野班
组 0异常尧设备 0障碍尧车间 0事故冶为目标袁在煅烧熟料波
动大的情况下袁及时调整参数袁改变操作方法袁调整煤管位
置袁并与化验室及时沟通袁使合格率由以前的 90豫提高到现
在的 95豫以上遥 乙班班长董长华在如何提高运转率上做文
章遥 操作过程中袁他们合理调整设备运行参数袁保证煤粉的
充分燃烧袁使设备运转率提高到 96豫袁煤耗由原来的 200公
斤/吨熟料降到现在的 180公斤/吨熟料袁 并创下了 155公
斤/吨熟料的历史新记录遥制成车间党支部把劳动竞赛的重
点放在技术创新尧技术改造上袁开展了野难题招标冶活动遥 该
支部陆续收到 100多条合理化建议袁 先后对制约球磨机台
时产量的辊磨机气动阀门等进行改造袁 提高了辊压机 10豫
的产量遥 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尹红健针对配料秤收尘器收尘
袋破损较快的问题袁在出风孔的前面加装一块铁板袁避免了
物料对袋子的撞击袁延长了收尘袋的使用寿命袁仅此一项每
年可节约成本 2万多元遥 检修车间党支部通过开展 野设备
110冶尧野争当设备合格医生冶等活动袁强化现场管理和安全隐
患排查力度袁积极树立党员形象袁实现了野维修设备返修为
0尧设备运转率 100%冶的目标遥

为进一步弘扬野艰苦奋斗袁自强不息袁开拓创新冶的水
泥人精神袁厂党委先后多次开展了大型义务劳动院水泥磨
下袁是分批赶来拣钢球的厂领导和机关党员曰原料车间的
料浆池边袁是兄弟单位赶来支援装料的党员曰大雪纷飞的

马路上袁是党员们清扫马路的身影噎噎各支部还根据单位特点袁结合野三查找冶活动袁
要求党员带头做到身边野无三违冶袁为企业安全生产提供切实保障遥 这些活动进一步
增强了广大党员的责任意识袁发挥了党员在生产经营尧现场管理中的带头作用和示
范作用袁为群众树立了榜样遥

9月 11日上午 10点 30分袁在河南
分公司东北门检斤过磅点袁一辆卸完煤
的大卡车停在地秤上等待除皮遥 检斤室
内袁公司效能监察现场组几名工作人员袁
眼盯着操作电脑屏幕遥

野发现异常情况袁比记录的车皮重量
多了 180公斤遥 冶监察人员火眼金睛袁迅
速作出反应遥
操作员问道院野怎么办钥 冶
带队进行现场监察的长城铝纪委副

书记尧监察室主任张克山袁立即严肃指
示院野按有关规定处理袁 处理结果报公司
监察室遥 冶
操作员填写检斤单袁两名现场监察

人员签字确认噎噎
这袁 就是电视台记者随公司效能监

察现场组进厂检查时的一幕遥
2008年年初以来袁河南分公司的生

产面临空前的压力院 资源和能源保障程
度下降袁原燃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袁造成生
产成本上升尧降本压力增大遥在这种严峻
形势下袁 公司效能监察现场组于 4月中
旬应运而生遥
这是一支肩负重责的队伍遥 他们的

职责有三院1.对进厂矿石尧原煤等大宗原
材物料的质量和计量进行日常抽查和跟
踪监察遥 2.监督检查与两公司大宗原材物
料有关的人员是否认真履行相关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袁是否存在违规尧违纪现象遥
3.密切关注供应商是否存在以次充好尧弄
虚作假现象袁并及时查处不法行为遥
这也是一支精干敬业的队伍遥 现场

组虽说只有 8个人袁但个个是思想好尧作
风正尧业务精的生产骨干遥 5个多月来袁
他们风里来尧雨里去袁不辞辛劳地奔走在
厂区原矿槽尧堆煤场尧质检站尧过磅点尧检
验室等涉及原燃材料的几乎全部场所袁
常常是晴天一身汗尧雨天两脚泥袁有时还
要夜查尧蹲点和跟踪遥 他们建立了检查尧
监督尧监察当班记录制度袁每月统计上报
工作情况袁对发生和发现的问题及时报
告袁按规定进行调查处理遥

这更是一支铁面无私的队伍遥 5个多
月来袁 效能监察现场组重点对进厂矿石尧
原煤进行抽样检查达 28次袁 对存在严重
质量问题的矿石与有关部门协商退车达
45车袁 对弄虚作假的供货商进行扣吨处
理袁并责令其停运整顿遥 不仅有效地震慑
了不法供应商袁还有力地促进了进厂原燃
材料的检验尧计量工作遥
公司效能监察现场

组袁 以高度负责的工作
态度和出色的工作业
绩袁 为河南分公司的稳
定生产尧节能减排尧降本
增效作出了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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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院园猿苑员原远7296261 耘原皂葬蚤造押xujiwei岳员远猿援糟燥皂 猿圆园园8年 9月 19日星期五

政工综合

效能监察五个多月 扣退矿石四十五车
要要要公司效能监察现场组工作侧记

阴 纪伟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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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现代少先队中的勇敢教育
阴 王 莹

今年年初以来袁氧化铝二厂管道化车间为进一步提高管
道化连续运转率和溶出率袁在车间全体员工中开展了野指标
争先冶劳动竞赛袁每月根据指标完成情况袁评选出野溶出之
星冶遥 图为车间员工在观看评选结果遥

宋志强 安华芳 摄影报道

今年年初以来袁热力厂检修车间积极
开展了野降本增效党员争先冶活动遥图为车
间党员和群众一起进行修旧利废工作遥

郭志明 摄影报道

近日袁氧化铝一厂二车间党支部开展了野节约增效袁党
员争先冶活动袁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员工立足
岗位深挖潜力袁为企业节能减排作贡献遥 图为党员带头进
行修旧利废遥 王秋丽 摄影报道

9月 4日袁由郑州市消防支队举办的郑州市第五届郑
煤集团杯军地消防抢险救援员业务比武在郑州市消防支
队须水轮训基地举行遥保卫消防中心消防队选派 6名业务
骨干组成代表队袁参加了比武遥 石东山 摄影报道

在运输部党委开展的野立足本职作贡献袁降耗降本
我争先冶竞赛活动中袁该部工务段党员修旧利废袁节约费
用二十余万元遥图为工业站工区党员袁建辉带领班组员
工利用工余时间修复旧轨距拉杆遥 欧阳建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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