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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综合

热力厂燃化车间积极组织党员及要求入党积极分子
利用业余时间对设备进行了维护和清理遥图为 9月 18日袁
水系统党员工作之余正在擦洗反渗透装置遥

李 红 摄影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袁碳素厂开展的绩效劳动
竞赛活动袁 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生产积极
性遥图为该厂员工正在煅烧炉烘炉作业中展
开劳动竞赛遥 刘海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袁 媛冤野配电室
里袁 重新投用后的进线开关经过几个
月的测试完全符合运行条件遥 冶9月 19
日袁 氧化铝一厂电气车间的老师傅王
大伟得到了技术人员的测试结果袁脸
上泛起了自豪的喜悦遥

上面提到的进线开关是 DW45型
开关袁是供配电设备里的重要角色袁担
当着配电室整段母线的电力供给和数
台设备的正常运行任务遥 因其具有技
术含量高尧技术保密程度高尧维修难度
高的野三高冶特点和两万多元的身价袁
一直使一些班组员工对其望而却步袁
迟迟不敢对其野下手冶袁只能依靠厂家
维护检修遥 一旦出现问题袁在厂家不能
及时赶到的情况下袁 只能进行整台更
换遥 为了降低维修成本袁电气车间开展
了野质量型冶劳动竞赛袁促使大家在精细

检修中提高检修质量袁 做到对症下药以
解决设备顽疾遥 技术能手王大伟师傅认
为这项活动有意义袁不但降本降耗袁而且
还富有技术挑战性遥 于是他对这个开关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袁频频对已野离岗冶开
关进行野攻击冶袁并且彻底打破了僵局袁接
连攻下此开关的数个野知名高地冶袁取得
了野显赫冶战果袁令十余台开关又重新投
入了运行遥 他的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
表扬和奖励袁 他并由此获得了此开关的
个人命名工作法遥
看到王大伟师傅的成功袁 大家觉

得此野三高冶开关并不是高不可攀袁决
心也要向其进行技术挑战袁 并与王大
伟师傅比试高低遥

连日来袁氧化铝一厂四车间钳工班员工在劳动竞赛
中袁对高压泵回转筛内拆掉的旧支撑杆进行了修复再利
用袁每年可节约备件费用两万余元遥图为 9月 19日员工
在车床上修复支撑杆遥 李明航 袁昌才 摄影报道

水电厂供电车间担负着中铝郑州企
业生产尧生活的高压供配电重任袁下辖总
降配电所尧220kV变电站尧6个配电室和
1个大功率整流直降系统袁 有 800多台
支路开关尧上千个刀闸袁以及 20多公里
长的电缆线路和 80公里的架空线路袁是
氧化铝生产的野心脏冶遥

近年来 袁 随着 06尧07 配电室和
220kV变电站相继投入运行袁在人员少尧
工作量大的情况下袁 车间党支部紧紧围
绕安全稳定运行工作积极开展各项活
动袁开展了创建野安全创新型冶党支部活
动袁使特色党支部活动融入到车间生产尧
管理的方方面面遥
创建的切入点在哪里钥 如何找准争

创的着力点钥如何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钥
车间党支部经过认真调研袁 了解到随着
近年来标准化管理尧安全确认制的推行袁
员工的安全意识有了显著提高袁 工作态
度有了较大的转变袁但是袁部分员工仍存
在一些不安全的行为和习惯遥 通过归纳
总结袁结合生产实际袁党支部制订出台了
具有供电特色的以野五看五学冶尧野五盯五

防冶尧野五讲五评冶为主要内容的野三五安
全工作法冶遥 一是要求全体党员尧员工在
操作前要做到野五看五学冶院看人员精神
状态袁 学人身安全制度曰 看劳动用品穿
戴袁学标准文化理念曰看作业计划袁学岗
位制度曰看重点工作袁学措施标准曰看环
境天气袁学防火尧急救尧降温遥二是在操作
检修中要做到野五盯五防冶院盯关键人员袁
防思想波动曰盯作业标准袁防简化程序曰
盯设备质量袁防带病运行曰盯关键操作袁
防经验主义曰盯关键时间袁防人身伤害遥
三是作业后要野五讲五评冶院讲作业标准
情况袁评先和推先曰讲任务完成情况袁评

成绩和问题曰 讲违标情况袁 评原因和危
害曰讲安全进度情况袁评操作检修质量曰
讲设备运行情况袁评责任和效益遥同时制
订了详细的考核细则袁量化奖惩标准袁每
季度对党员进行一次考核遥 党支部在当
月召开的党员大会上及时通报考核结
果袁对先进党员进行表扬鼓励袁对后进党
员帮助其查找不足并促使其迎头赶上袁
以此作为党员评先的重要依据袁 从而实
现了在创建野安全创新型党支部冶活动中
党员身上有指标尧有考核尧有检查尧有落
实袁有力地保证了活动的扎实开展遥在自
备电厂 220kV永鹏线启动并网试运行

中袁党员带头袁昼夜奋战袁多次进行模拟
演练袁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遥 野三五安全工
作法冶的制订和实施袁有效地避免了操作
和检修过程中人的不安全因素袁 推动了
车间安全工作的进一步深化袁 使每个党
员真正成为广大员工的工作表率遥
特色党支部创建以来袁 供电车间各

项工作取得明显效果遥 2007年袁车间动
力二班被评为河南省质量信得过班组袁
供电车间连续 6年获得公司级先进集体
称号袁 车间党支部也连续 6年被评为公
司级红旗党支部遥

氧化铝一厂党委下辖 16个党支部袁
69个党小组袁620名共产党员袁占员工总
数的 20%以上遥 为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袁 不断壮大党员队伍袁 厂党委在
2007年就明确提出了野双培一建冶工程袁
即把业务尧技术骨干培养成党员袁把党员
培养成业务尧技术骨干袁建设一支高素质
的党员队伍遥一年多来袁在公司党委的领
导下袁厂党委按照野坚持标准袁保证质量袁
改善结构袁慎重发展冶的工作方针袁严格
把关袁 共发展 48名骨干为共产党员袁培
养 58 名优秀党员为生产尧管理尧技术骨
干袁 从而为氧化铝一厂的持续稳定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袁 提供了充分的
人才保障遥

统一思想 制订方案
活动伊始袁厂党委首先对野员工心目

中的合格党员冶进行了调研遥 结果显示院
80%的员工认为袁 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
该不仅仅是简单的突击队型和流大汗
型袁还应该是科技攻关尧破解难题的技术
型先锋模范代表遥

针对这一结果袁厂党委适时向大家
宣讲了开展野双培养冶活动的目的和意
义院 把党员培养成员工思想上尧 学习
上尧工作上的楷模袁节能减排尧降本增
效的楷模袁 使其成为企业先进生产力
的代表曰 从源头上把好党员的 野入口
关冶袁把有真才实学尧思想进步的业务
尖子尧技术骨干培养发展成党员袁壮大
党的力量遥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袁 厂党委成立

了厂部和车间两级野双培养冶活动领导小
组袁制订出详细尧可操作性强的野双培养冶
活动方案遥方案要求各支部定期与野双培
养冶对子谈心袁及时了解掌握双方的进展
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袁并及时解决遥 其中袁
对进步较大尧效果明显的野双培养冶对子
要及时表彰袁 以充分调动师傅教和徒弟
学的积极性袁努力造就一批野优秀党员冶
和野岗位能手冶遥

精选对子 严格把关
活动中袁在经过自主报名袁支委会审

核程序后袁 各车间党支部按照 野宁缺毋

滥袁确保实效冶的原则袁精选出首批野双培
养冶人选袁并相继举行了隆重的野双培养冶
意向书签订仪式袁促使 60余对政治素质
好尧思想水平高的党员与工作能力强尧技
术水平高的员工结成互助对子遥
二车间党员孙治伟和青工雷继新是

野双培养冶结对子中的一对遥 通过互相学
习尧互助培养袁雷继新深有体会地说院野通
过与党员互助对子的耶亲密爷接触袁我深
深感受到了党员无私奉献尧勇挑重担尧冲
锋在前的精神袁 使我的思想境界得到了
进一步提高和升华遥 冶 2007年袁孙治伟尧
雷继新成为氧化铝一厂 野优秀师徒对
子冶袁 雷继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遥党员杜纪军则通过结对培养袁努力学
习操作技能袁2007年从配料工序小班长
竞聘上了值班长袁 成为值班室的新生力
量遥在车间野双培养冶工作总结会上袁许多
员工表示院这些在野双培养冶活动中成长
起来的业务尧 技术骨干和优秀党员的经
历让我们深受激励遥
统计显示院野双培养冶 活动开展一年

多来袁氧化铝一厂有 20名党员被提拔到
了工序长及班组长管理岗位上袁48名生
产尧技术骨干入了党遥这些新上任的党员
工序长尧班组长年轻尧肯干尧朝气足袁管理
上肯动脑筋袁 激发了一大批一线员工的
上进心和积极性袁 增加了企业党组织的
活力遥

载体联动 确保实效
为将野双培养冶活动具体化为野塑造

一流的党员队伍袁带出一流的员工队伍袁
创建一流的和谐企业冶袁厂党委以野三个
结合冶为抓手袁努力把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作为野双培养冶活动的第一目标袁在促进
生产尧管理上动脑筋尧想办法袁确保活动
取得实效遥
首先把野双培养冶活动同野导师带徒冶

活动相结合遥 野导师带徒冶活动的开展已
有数年袁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遥该项活动
通过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野行家里手冶与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退伍转业军人组成
师徒对子袁有效地促进了年轻员工成长尧
成才尧 成功袁 为企业发展增添了后劲遥

野双培养冶活动袁有效弥补了野导师带徒冶
单方教与学的不足袁 变一方学习为双方
互相学习袁共同提高遥技术监督站党支部
在野双培养冶工作中袁通过与野导师带徒冶
活动相结合袁 不仅将市级技术能手王雯
辉尧厂野十佳青工冶周资胜尧高级工程师孙
立群培养成了共产党员袁 而且还将部队
转业尧工作调动进厂的共产党员邱丽娜尧
丁娜培养成了技术能手遥
其次把野双培养冶活动同野三比一创冶

活动相结合遥 厂党委按照野双培养冶活动
的要求袁赋予野三比一创冶活动新的内涵袁
号召党员努力做到比思想尧比工作尧比业
绩袁为员工做好表率曰号召员工主动更新
知识结构袁不断提高理论素养袁努力成为
思想先进的技术操作能手遥
第三把野双培养冶活动与企业文化创

新野示范基地冶创建活动相结合遥 为了使
野双培养冶活动取得实效袁厂党委要求各
支部结合车间实际袁将野双培养冶活动与
企业文化创新野示范基地冶创建活动有机
结合袁使野双培养冶活动中的党员和骨干
在相互培养中增强对企业文化创新 野示
范基地冶的理解和认识袁增强对企业文化
内涵的认识与了解袁形成合力袁进一步推
动氧化铝一厂生产建设的发展遥

典型示范 树立标杆
为引导更多的党员和骨干参与到

野双培养冶活动中袁厂党委要求各支部定
期评选尧上报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袁
并通过内部刊物叶氧化铝通讯曳和叶党员
教育曳来宣传先进人物和典型事例遥
空压站 3号站副班长尧 生产骨干王

天成通过野双培养冶活动袁思想上不断进
步袁工作中不断创新遥 2007年袁他独创的
野螺杆机安全运行操作法冶被以个人名字
命名遥同年袁他荣获了公司级合理化建议
金点子奖袁 获得了厂级合理化建议积极
分子荣誉称号遥 2008年他被党组织吸收
为中共预备党员遥 该站钳工班党员万新
生通过野双培养冶活动实现了自身业务技
能的提高袁2007年由党支部向车间推荐
正式接任钳工班副班长遥同年年底袁万新
生所在的班组被中国质量协会授予 野中
国质量信得过班组冶荣誉称号袁他个人荣
获厂级野岗位能手冶荣誉称号遥
通过开展活动袁 氧化铝一厂党委

认识到院野双培养冶活动既是一个平台袁
也是一个载体袁更是一个过程遥 它是党
的先进性建设和员工素质提升的良好
平台袁是企业党建与企业管理相融合尧
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的有效载体袁 是企
业党的组织优势不断提升的持续过
程遥 在 8月 28 日公司党建工作调研会
上袁该厂党委书记周光斌表示院野今后袁
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袁 进一步将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延伸到企业管
理尧 科技尧 安全尧环
保尧 质量等环节袁使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袁从而
逐步塑造出一支一
流的党员队伍袁带出
一支一流的员工队
伍袁创建一个一流的
和谐企业遥 冶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欧阳建设冤为
切实加强国庆节前党风建设和反腐
倡廉教育袁日前袁运输部纪委组织党
员观看了叶中国廉政报道曳警示教育
片遥 运输部主任王文军尧党委书记吴
之洪等领导班子成员及该部副科级
以上管理者尧党员一百余人观看了录
像遥
运输部纪委紧紧围绕企业生产

经营建设稳定发展的工作大局袁把反
腐倡廉教育纳入日常工作议程袁本着
野教育在先袁重在防范冶的思路袁对照
野四个珍惜尧四个防范冶的要求,坚持
野标本兼治袁综合治理袁惩防并举袁注
重预防冶 的方针, 积极构建教育尧制
度尧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推动了运输部党风建设和反腐倡
廉工作的规范化尧制度化遥
此外,部纪委还坚持以定期组织

观看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专题片尧上党
课尧 举办反腐倡廉专题黑板报展评尧
自编反腐倡廉学习材料等形式袁切实
加大对党员的教育力度袁时刻提醒党
员干部保持自重尧自省尧自警尧自励遥

叶中国廉政报道曳警示片中翔实
的报道向人们阐述了 野伸手必被捉冶
的道理袁片中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后发
自内心的反省和忏悔袁给与会党员带
来强烈的震撼遥 案例发人深省袁通过
观看警示教育片袁党员干部的廉洁自
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将进一步增
强,必将为运输部的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遥

借野双培养冶结对工程 塑高素质党员队伍
要要要氧化铝一厂开展野双培养冶活动纪实

阴 涂鸿运 刘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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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特 色 保 安 全
要要要水电厂供电车间特色党支部创建纪实

阴 杨社宽

银9月 22日袁 氧化铝一厂检
修站组织党员尧部分员工进行了形
势任务教育大讨论活动遥渊渠文广冤
银9月 19日袁 水电厂排水车

间党支部对要求入党积极分子进
行了党课教育遥 渊康宏伟冤
银9月 19日袁 水电厂黄河水

源车间组织党员和要求入党积极
分子对车间的卫生死角进行了清
理遥 渊高建华冤
银9月 18日袁 氧化铝一厂二

车间组织员工学习了野五五冶普法
知识遥 渊李志勇冤
银9月中旬袁水电厂检修车间

开展了秋季检修工作袁检修中党员
处处争先袁为员工树立了良好的榜
样遥 渊张爱洁冤
银9月 17日袁 长城铝医院党

委购买了矿泉水尧 火腿肠等物品袁
慰问了参加确山实弹射击的中铝
郑州企业成建制预备役军训人员遥

渊安志伟冤
银9月 12日袁 氧化铝一厂二

车间党支部组织党员收看了专题
记录片叶复兴之路曳遥 渊孙治伟冤
银近日袁热力厂检修车间管理

人员参加了由该厂党委组织的反

腐倡廉知识答题活动遥 渊王 艳冤
银近日袁水电厂污水处理车间

团支部在团员青年中开展了野我为
降本降耗献良策冶活动袁收集合理
化建议二十余条遥 渊韩 冰冤
银近日袁运输部车辆段党支部

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
拔草义务劳动遥 (李永艳)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六车间召

开了当前企业面临的形势研讨会遥
渊韩芸云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二厂对 5名具
备技师竞聘资格的一线员工进行
了技师竞聘考试遥 渊安华芳冤
银近日,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

间开展了野讲党性袁重品行袁做表
率袁树立干部新形象冶调查问卷活
动遥 渊安爱峰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开

展了野挖潜增效袁向一个百分点要
效益冶劳动竞赛活动遥 渊耿喜荣冤
银近日袁开发总公司政工部深

入基层支部袁对近阶段开展的野特
色党支部冶尧野党员先锋岗冶及野双培
养冶工作进行了检查调研遥

渊金慧玲冤
银近日袁运输部机动车间党支

部组织党员和要求入党积极分子
观看了反腐倡廉教育光盘遥

渊王欣欣冤

9月 12日袁水电厂排水车间发起了干部尧党员野每周奉
献一小时冶义务劳动活动遥 图为党员们正在对车间大门口路
边的杂草进行清理遥

康宏伟 奚 溪 摄影报道

今年年初以来袁工程公司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岗位培训和劳动竞赛尧技术
比武活动袁提高了员工的整体素质遥图为该公司电修车间电修工正在劳动竞
赛现场测量设备的水平面遥

依成民 邓广顺 摄影报道

野 质 量 型 冶 劳 动 竞 赛
令 野 三 高 冶 开 关 寿 命 延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