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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综合 广告

随着野挖潜增效袁向一个百分点
要效益冶劳动竞赛活动的不断深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员工积极树立
野节约一点是一点冶的理念袁把野降本
增效袁创新发展冶的目标融入到每个
人的行动之中遥

节约一点是一点
为了节约成本袁 该车间员工利

用空闲时间袁 到氧化铝包装站台寻
找用过的旧呢龙绳尧布条袁洗净后剪
成需要的长度袁捆绑到笤帚上袁经过
这样处理后袁一把笤帚可当三把用遥
他们说院 虽然一把笤帚值不了几个
钱袁 但如果我们厂的每个班组都能
这样做袁 那么一年下来就不是个小
数目遥

222个台阶与一个托辊
盛夏酷暑袁 该车间皮带岗位员

工在更换皮带托辊遥突然袁一不小心

一个托辊滑到了皮带廊的底部遥 正
值中午袁 室外气温接近 40摄氏度袁
怎么办钥 一个托辊可是值一百多块
钱呀浴野我下去吧遥 冶李精丽说遥好大
一会儿袁 她才步履艰难地抱着那个
重几十斤的大托辊回来袁 来回爬了
222个台阶遥

抓指标降成本
该车间重油库员工在日常卸

车过程中袁认真检查重油的各项指
标遥在一次检查中发现重油含水量
大袁他们及时向上级汇报袁挽回经
济损失 8万元遥野挖潜增效袁向一个
百分点要效益冶劳动竞赛活动在八
车间起到了促进生产尧降本增效的
作用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爱
芬冤自 8 月份以来袁后勤服务
管理中心物业管理科以迎接
建区尧建厂 50周年为契机袁大
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袁人人为
创建模范城区作贡献遥截至目
前袁他们共治理环境卫生面积
约 5万平方米袁清理卫生死角
200余处袁 清运垃圾 23车袁各
小区环境面貌大为改观遥
他们把劳动竞赛活动融

入到对小区的环境面貌尧公共
秩序的整顿治理上遥绿化班主
要针对小区内的绿化带进行

统一修剪尧整形和保洁袁截止
到 9 月中旬袁 共养护绿地 10
余万平方米袁 人均养护面积 1
万余平方米袁 创历史最高纪
录曰卫生班通过检查各居民楼
的楼道卫生和对个别居民乱
扔尧 乱倒垃圾行为的严格监
查袁 提高了居民的环保意识曰
鸿元班组以 野及时尧 可靠尧热
情尧周到冶的服务标准为居民
提供优质服务袁06 班组以漫
画尧黑板报等形式倡导居民从
爱护公共设施尧保护环境卫生
入手袁共建美好家园遥

今年年初以来袁 面对艰巨的生产任
务和严峻的成本压力袁 运输部党委从服
务运输生产大局出发袁 将党建工作积极
融入生产运输中心袁落实科学发展观袁坚
持以实现运输部节能降耗尧 降本增利为
目标袁以野向每一个百分点要效益冶为降
耗降本工作思路袁 在全体党员中深入开
展了 野立足本职作贡献袁 降耗降本我争
先冶竞赛活动袁取得了明显成效遥
竞赛活动中袁 运输部党委围绕降耗

降本的各项目标袁制订具体活动方案袁明
确降本内容袁强化内部挖潜袁细化过程管
理遥 部党委还把竞赛活动同公司党委开
展的 野科学和谐新发展袁 共创中铝新辉
煌冶主题实践活动尧深化形势任务教育尧
野特色党支部冶和野党员先锋岗冶创建尧建
厂 50周年庆祝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袁动员

广大党员在节能减
排尧 降耗降本活动中
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袁 引导广大党员牢
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
想袁增强节约意识袁向
野每一个百分点冶要效
益袁从小事做起袁从身

边事做起袁 节约每一颗螺丝钉尧 每一滴
水尧每一滴油尧每一张纸尧每一分钱袁在确
保安全稳产的前提下袁 努力降低各项费
用袁实现年度方针目标遥

部属 10个党支部围绕运输部降耗
降本的难点袁 结合本单位降耗降本的目
标尧任务和要求袁订措施袁抓落实袁积极开
展修旧利废尧 小改小革尧 技术攻关等活
动袁努力提高党员的创新创效能力袁确保
竞赛活动扎实开展遥 车务段党支部从创
新生产组织方案尧强化调度指令着手袁完
善了设备管理考核细则尧 机车保养评定
办法袁 将燃油消耗指标分解到每个包乘
组袁加大对内燃机车燃油控制力度遥各机
车包乘组根据机车运行线路情况袁 计算
出了上坡道尧下坡道尧弯道尧平直线路等
机车柴油机经济转速和经济运行速度袁
通过科学操纵控制袁降低了机车油耗遥今
年年初以来袁 内燃机车平均万吨公里燃
油消耗由去年同期的 45.5公斤下降为
44.3公斤袁 降低 1.2公斤/万吨公里袁预
计全年可节省费用 2.5万元遥 工务段党
支部围绕野降耗降本冶中心袁积极倡导降
本创效从每名党员做起袁从点滴入手袁从
细微之处降成本遥 党员在修旧利废活动

中袁 将回收的旧木枕制作成道岔防爬支
撑再利用袁按每根枕木 200元尧一组道岔
支撑用 5根新枕木计算袁就能节约 1000
元遥 今年共大修 10组道岔袁累计节约费
用 1万余元遥 这些办法和措施不但直接
降低了线路检修尧维护成本袁而且有效减
少了固体废弃物对道床的污染遥 电务段
党支部将降耗降本各项指标分解到党小
组袁充分调动了党员的工作积极性遥信号
班党小组围绕野建站达标冶工作袁大力开
展自主大修转辙机活动袁 共大修转辙机
6台袁节约资金 4.5万元曰通讯班党小组
针对平面无线电调车出现的问题袁 积极
开展技术攻关袁 修复机车控制话盒 10
个袁节约资金 6000余元遥 全体党员还积
极围绕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袁 提出
有价值的合理化建议 50多条袁 实施 20
余条袁 确保了铁路通讯信号设备的稳定
运行遥机动车间党支部围绕水尧电尧风尧汽
供给开展降本增利活动袁制订出了燃煤尧
电能及用水的控制措施院 将锅炉运行由
原来的控制用水温度袁改为控时供暖曰夏
季用茶炉供大澡堂的洗浴热水袁 减少煤
的消耗曰 加快对家属区住户电表的改造
工作袁根据季节的变化袁合理调整路灯尧

灯桥尧灯塔照明时间曰加强对外围用水的
检查力度袁 对家属区供水阀门进行实时
控制袁合理调整供水时间袁杜绝浪费遥 汽
车队党支部围绕提高生产效率尧 降低成
本尧增加效益袁保证客户服务质量袁开展
了野24小时承诺服务冶袁做到用户随叫随
到袁随到随吊袁压缩在线车辆装卸作业时
间袁降低吊装作业成本遥同时给车辆燃油
系统加装了提高燃烧效率的装置袁 提高
了燃油的使用率袁 并采取单车油料消耗
核算的办法袁 核定每台车年油料消耗的
定量尧单位公里数和吊装量的耗油量袁实
行节奖超罚遥

野立足本职作贡献袁 降耗降本我争
先冶竞赛的开展袁充分调动了全体党员参
与降耗降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袁使
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尧 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得以充分
发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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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本职作贡献 降耗降本我争先
要要要运输部党委在党员中开展降耗降本竞赛活动

阴欧阳建设

为激发广大员工野学技术袁比技能袁创一流冶的工作
热情袁近日袁由碳素厂工会承办的郑州市第五届野郑煤集
团杯冶职工技术运动会碳素焙烧工技能竞赛开赛袁共有
56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比赛遥 图为比赛现场遥

刘海涛 摄影报道

劳 动 竞 赛 促 环 境 改 善

节约一点是一点
阴 耿喜荣

热力厂检
修车间员工积
极投入到 野红
旗夺标冶 劳动
竞赛中袁 确保
了锅炉设备的
安全稳定运
行遥图为 10月
6日袁该车间员
工齐心协力奋
战在锅炉检修
现场遥

王 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