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志红冤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
济困尧 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袁 增强员工的社会责任感袁自
10月 9日起袁 氧化铝一厂开始组织员工参与 野郑州慈善
日冶 捐助活动遥 截至 15日上午袁 员工共捐助棉衣尧 棉被
1750件袁善款 37116元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安华芳冤氧化铝二厂员工积极响应
公司党委号召袁踊跃为灾区人民捐款尧捐物遥 截至 10月 14
日下午袁共捐赠衣物尧被褥等 463件袁现金 4973元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海涛冤碳素厂根据公司党委叶关
于开展 2008野郑州慈善日冶活动的安排意见曳精神袁号召和
动员广大员工积极参加到慈善活动中袁厂领导和党员干部
慷慨解囊带头捐款尧捐物遥短短几天时间袁碳素厂共收到捐
款 17530元和棉衣 8件尧毛衣 2件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肖 明 赵红岩 李 红冤10 月 13
日袁热力厂举行了野慈善日冶捐款仪式遥 全厂员工共捐款
10000余元袁捐过冬棉衣尧棉被 1500件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娄兴红冤 水电厂员工积极参加捐
款尧捐物活动遥 截至 10月 13日袁该厂共收到棉衣棉被 700
余件尧现金 5610元遥 目前捐助活动仍在继续进行中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马义林冤10月 13日袁后勤服务管理

中心在广大职工中开展了慈善捐款活动袁 共收到捐款
6300元袁每个职工都献上了自己的一片爱心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金慧玲冤在 10月 16日首个野郑州
慈善日冶捐赠活动中袁开发总公司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捐款尧
捐物袁共捐献棉被 13条尧棉毛衣裤 978件尧单衣 76件尧童
装 7件尧现金 1590元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欧阳建设冤10月 13日上午,运输部
隆重举行了 野郑州慈善日冶慈善捐款仪式遥 广大员工踊跃
参与袁 短短一上午时间就捐款 18830元袁 捐献衣服 103
件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夏建民冤在 10月 16日野郑州慈善
日冶活动中袁长城铝机关广大职工共捐款 4885元袁捐被褥
26条尧棉衣 238件尧毛衣和毛裤 130件尧单衣 109件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胡玉州冤总计控室行政尧党总支和
工会积极发动广大员工参加首个野郑州慈善日冶捐赠活动袁
在 10月 13日尧14日两天时间里袁共募集到棉衣尧棉被等物
品 692件袁募集善款 700元遥

银10月 14日袁水电厂污水处理车
间工会开展了参加慈善日送温暖活动袁
共收到员工捐献的棉衣 29件遥

渊杨丽红)
银10月 14日袁氧化铝一厂六车间

工会召开了第三季度劳动竞赛表彰会遥
渊李喜军冤

银10月 13日袁碳素厂检修车间员
工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活动袁 共捐款
2230元遥 渊李红霞冤

银10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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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院内的杂草进行了清理遥 渊高建华冤
银10月 10日袁水电厂电气试验室

组织爱心捐赠活动袁 收到捐款 870元尧
棉衣 50余件遥 渊岳永红冤

银10月 10日袁水电厂电讯车间工
会组织员工进行了现场捐款尧 捐物活
动遥 渊陈文峥冤
银10月 9日袁 水电厂排水车间工

会组织员工进行了慈善捐款活动袁共捐
款 1580元遥 渊康宏伟冤
银10月 8日袁 氧化铝一厂二车间

开展了野厉行节约袁反对浪费冶大讨论遥
渊王秋丽冤

银近日袁热力厂燃化车间党支部组
织党员和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对设备进
行了全面检查遥 渊李 红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八车间以各工

序为单位开展了以野厉行节约袁反对浪
费冶为主题的板报展评活动遥 渊耿喜荣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二车间组织全

体党员进行了义务劳动遥 渊李志勇冤
银近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计量科

开展了节假日和 8小时工作时间外的
用电电话预约服务遥 渊张家兴冤
银近日袁水电厂检修车间组织外线

班员工在巡视检查外架线路中开展劳
动竞赛袁为安全供电提供了有力保障遥

渊张爱洁冤

银近日袁水电厂供电车间工会看望
慰问了患重病员工贾文斌袁并积极做好
募捐尧帮扶工作和爱心互助基金的申报
工作遥 渊张 芸冤

银近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饮食公
司浴池经过两个月的装修改造重新开
业遥 渊杨荣华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二厂组织副科级以
上管理者收看了反腐倡廉电教片遥

渊宋志强冤
银近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计量科

组织职工参加了慈善日捐款尧 捐物活
动遥 渊张家兴冤
银近日袁热力厂检修车间党支部积

极进行企业文化示范基地创建工作遥
渊刘 容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检修站开展了
野降本增效袁反三违冶合理化建议竞赛活
动遥 渊渠文广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开

展了野企业困难袁我该怎么办冶大讨论活
动遥 渊安爱峰冤
银近日袁水电厂污水处理车间党支

部在广大员工中发起了以野在当前生产
形势下袁我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冶为主
题的征文活动袁征集文章四十余篇遥

渊王 璐冤
银近日袁工程公司土建尧铆焊车间

联合党支部围绕 150 万吨选矿场等重
点工程开展了效能监察工作遥渊王秀灵冤
银近日袁电解厂铸造车间党支部在

员工中开展了野讲形势袁保稳定袁促发
展冶思想教育活动遥 渊旭 龙冤
银从 9月下旬开始袁后勤服务管理

中心物业管理科开展了环境卫生综合
治理袁到目前袁已修剪绿篱 390平方米袁
清运绿化垃圾 12 车袁 进行区域补种
400平方米遥 渊何 文冤

本版编辑 周玉梅
电话院园猿苑员原远苑圆怨远猿猿怨 耘原皂葬蚤造押扎赠皂员圆远远岳员圆远援糟燥皂 猿圆园园8年 10月 17日星期五

政工综合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永平冤近
日袁保卫消防中心经济民警大队为进
一步加强警队内部的监督管理,规范
门卫服务行为袁组织开展了以野改变
服务方式袁提高服务质量冶为主题的
回访工作袁听取被服务单位对警队各

项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遥
在这次回访活动中袁相关部室和

单位对经济民警大队的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袁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在工作
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豆彩霞冤10月
9日上午袁上街区政府在区房管局召
开了上街区廉租住房工作会议遥参加
会议的有上街区委常委尧副区长牛瑞
华以及民政尧房管尧财政和各镇办尧社
区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遥
会上袁上街区房管局局长吕保良

汇报了前一时期廉租住房工作情况袁
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遥上街区民
政局局长姚德欣就低收入家庭认定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遥 最后袁牛瑞华
从提高思想认识尧 认真履行职责尧健
全工作机制等三个方面作了重要讲
话遥

此次会议的召开袁标志着上街区
将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同步实现廉
租住房保障范围由现行的野城市最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冶向野城市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冶扩大袁将有更多的低
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得到解决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赵双峰冤10月
10日袁由公司党委常委尧组织部部长
时跃华带队袁 公司 2008年度红旗党
支部书记二十余人到中州企业参观
学习党建工作遥
在中州企业袁时跃华一行进行了

座谈参观遥中州铝厂党委工作部部长
高新亮介绍了中州企业党建工作情

况袁一起观看了党建工作电视专题片
叶旗帜飘扬曳遥时跃华一行分别到第一
氧化铝厂空压站尧第二氧化铝厂磨浮
车间尧热电厂电气试验室袁访岗位袁看
园地袁听介绍袁与兄弟企业同行座谈
交流党建工作经验遥 通过学习交流袁
大家受到了启发袁学到了不少好的经
验和做法遥

野耶节减先锋爷我要当,我们要做节能
减排急先锋袁为企业节能减排作贡献遥 冶
这是 9月 25日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团
员青年们在青年文明号野节能减排袁降本
增效冶挑战赛推进会上表达的心声遥
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袁企

业生存发展面临极大挑战遥 今年是中铝
郑州企业两公司实现野十一五冶节能减排
目标的关键一年袁更是中铝郑州企业两
公司完成成本和利润指标难度最大的一
年遥

团员青年是企业发展的生力军袁共
青团工作是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遥 共青
团在日常工作中袁如何为企业分忧袁为企
业节能减排作贡献钥 中国铝业长城铝团
委选准了融入企业中心工作的切入点袁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野青年文明号冶节能减
排挑战赛遥

选准入点 扎实开展

一个好的载体是一个活动取得实效
的关键遥

野青年文明号冶创建活动是共青团的
品牌工作之一袁也是促进两公司节能减
排指标圆满完成的有效载体遥 今年 4月
份袁公司团委在两公司各级团组织中开
展了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增效袁青年当先冶主
题实践活动遥 各级团组织积极响应袁动
员广大团员青年认清形势袁增强责任袁通
过切合实际尧扎实有效的活动袁积极投身
节能减排尧降本增效挑战赛遥

野青年文明号冶节能减排挑战赛袁是
将各单位节能减排尧降本增效指标细化
分解袁确定野青年文明号野岗位的具体指
标值袁以班组轮班竞赛达标的形式来开
展袁以此带动团员青年和青年班组参与
节能减排尧降本增效的热情袁推动两公司
节能减排尧降本增效目标的实现遥
在挑战赛中袁公司团委首先以市级

以上野青年文明号冶岗位开展节能减排挑

战赛为突破口袁示范尧带动青年和青年集
体在节能减排尧 降本增效的实践中勇当
先锋遥

挑战赛第一阶段以市级以上级 野青
年文明号冶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1850悬浮
焙烧尧保卫消防中心消防队等 10个青年
文明号岗位渊班组冤为试点袁开展活动遥第
二阶段是在试点的基础上袁总结经验袁查
找不足袁完善考核指标袁在两公司公司级
以上野青年文明号冶中开展遥 第三阶段是
建立完善的工作长效机制袁 以推动此项
工作的长期进行遥

立足岗位 形式多样

在挑战赛活动中袁各个市级以上野青
年文明号冶岗位结合实际袁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挑战活动遥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1850 悬浮焙烧

炉岗位作为中央企业青年文明号袁 立足
岗位实际袁 制订了详细的挑战赛具体实
施方案袁车间还拿出专项奖金进行奖励遥
团支部利用野青年文明号冶活动的时间和
车间板报尧内部刊物进行充分宣传袁为此
项活动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遥
热力厂燃化车间团支部制订了 野节

能减排袁降本增效袁青年当先冶主题劳动
竞赛的具体实施方案袁 各班组也将各项
指标分解到每一名员工袁 每名员工身上
都有指标尧有任务遥
碳素厂团委针对实际情况袁 围绕企

业的降本降耗工作重点在焙烧一车间调
温工序岗位开展了挑战赛遥 调温工序岗
位在活动中针对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制订了各项野节能减排尧降本增效冶措施袁
做到了 野月月有措施冶尧野月月有分析冶尧
野月月有评比冶袁 还完善了各项制度保证
竞赛活动的长效和稳定性袁 并大力开展
了技术创新尧野五小冶及修旧利废等活动遥
保卫消防中心消防队做到了每月都

有活动主题袁确定了野二到位尧三确保尧三

个 100豫冶的活动组织方式袁即竞赛时间
和参与人员数量到位袁确保活动内容扎
实尧时间安排合理尧岗位练兵有效袁活动
覆盖率尧 团员参与率尧 团员承诺率达
100豫遥
运输部车辆段内制动班结合岗位实

际袁积极开展小改小革尧合理化建议尧修
旧利废活动遥 仅今年上半年袁班组员工
就提出合理化建议 35条,许多建议被车
间尧运输部采纳实施并取得实效遥
长城铝幼儿园兴趣班组发出了野节

约能源袁从我做起冶倡议书袁要求师生思
想先行袁全员参与袁并带动家长尧长辈及
周围的人积极响应袁还制订了班组具体尧
详细的活动方案遥 班组根据实际情况开
展了教科书的循环使用工作袁以避免浪
费遥 班级幼儿也自发组织了野有书大家
共同分享冶等活动遥

挑战竞赛 效果明显

野青年文明号冶节能减排挑战赛袁为
野青年文明号冶岗位增添了新的活力袁也
带动了其他岗位职渊员冤工的节能减排积
极性遥
目前袁 热力厂燃化车间除盐水站岗

位各位团员青年已经形成强烈的竞争意
识袁他们以岗位回水利用率尧工业水与除
盐水比值尧蒸汽量等为主要指标的竞赛
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遥 每天袁交接
班记录成为焦点曰每月袁成本核算成为重
点遥 活动开展以来袁该岗位较好地完成
了竞赛指标袁保证了向锅炉稳定供水袁为
河南分公司氧化铝生产作出了积极贡
献遥
运输部电务段在 5个班组之间开展

了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增利冶指标挑战赛活
动遥 他们把去年大修下来
的 12台转辙机进行分类袁
挑出能用的开展修旧利废
活动袁 把转辙机 100多个

零部件认真拆解袁逐一进行精心检修袁重
装后再投入到生产中去袁 既节约了资金
又保证了铁路运输需要袁 为运输部降低
成本作出了贡献遥
碳素厂一焙烧调温工序针对生产过

程中的各个环节制订各项野节能减排尧降
本增效冶措施 30余项袁并在竞赛过程中
解决了烟道着火尧尾部温度偏低尧烟道火
道负压不足尧 稳定性差等一系列生产难
题遥
保卫消防中心消防队团组织发动青

年队员维修消防水带 35条尧 水带口 70
个袁维修消防水枪 2把袁并对余料尧消耗
品进行了拆卸组装再利用遥 司机班开展
了 野降低油耗袁 自己动手修复车辆小故
障冶活动曰防检班立足岗位袁深化消防安
全宣传教育野六进冶活动袁上消防课 24
次袁受教育的达 1380余人次遥
长城铝幼儿园各班级开展了以节约

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袁 将节能减排工作充
分落实在每一个细节遥 他们教育幼儿每
人随身带一块手帕袁以备擦汗和鼻涕袁以
减少纸巾的使用曰 教育幼儿节约每一滴
水袁 与幼儿一起讨论出了水的循环利用
办法袁如洗菜尧淘米的水可以浇花尧浇树袁
洗衣服的水可以拖地尧冲厕所等曰还教育
孩子回家要求妈妈买菜时拒绝使用塑料
袋袁以减少白色污染曰并教给幼儿一些节
能的小窍门袁回家教给家长遥这些措施充
分发挥了野小手拉大手冶的作用袁让更多
的人了解了节能减排袁 并为节能减排作
出贡献遥

野耶节减先锋爷我来当袁我为节能减
排作贡献遥 冶现在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的职渊员冤工都把节能减排工作当做了自
己分内的工作袁正在尽心尽力地努力着袁
实践着噎噎

本报讯 渊通讯员 于芳芳冤近
日袁 上街区二铺小学领导一行 4 人
代表二铺小学全体师生将一面写着
野支持教育袁奉献爱心冶的锦旗送到
了河南长城物流有限公司领导手
中袁 再三感谢长城物流公司对二铺
小学的资助和关心遥

在今年的教师节前夕袁 长城物
流公司为了表示对教育事业的支
持袁 在得知二铺小学学习条件比较
艰苦袁 但是学校的综合实力却在全
区名列前茅的情况后袁 决定捐赠给
二铺小学 1万元袁 资助辛勤付出的

老师和刻苦学习的学生遥 长城物流
公司的资助使二铺小学的全体师生
备受鼓舞袁 他们表示一定要尽心尽
力袁努力工作与学习袁使二铺小学的
教育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遥

长城物流公司领导在接受锦旗
时表示袁企业发展壮大了袁一定不会
忘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遥 回报社
会尧支持教育事业是我们的传统袁我
们一定会坚持这个优良传统袁 支持
二铺小学的发展壮大袁 支持上街区
教育事业的发展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宋志强 安华芳冤日前袁氧化铝二厂管道化车间
举办了第二届厨艺大赛遥 当该车间的 10名厨艺爱好者精心烹饪的十几
道美味菜肴被端上餐桌时袁评委和员工们无不齐口称赞遥大家高兴地说院
野在单位就餐袁不但环境优雅袁而且比在家里吃着舒服浴 冶
倒班员工在工作岗位上集体用餐袁是氧化铝二厂打造野家文化冶的一

大特色遥二厂建厂初期袁该厂就把为员工办实事尧解决员工实际困难放在
了重要位置袁本着野新厂新办尧以人为本冶的原则袁逐步形成了具有二厂特
色的管理模式遥 2006年袁该厂在打造野家文化冶的基础上袁开展了独具二
厂特色的精品野厨房文化冶建设活动遥 厂部先后在各车间和区域建造了 7
个小厨房袁并配备了电饭锅尧电磁炉尧消毒柜等各种厨具尧餐饮器具遥自打
有了小厨房袁倒班员工不出车间就能吃上一顿可心可意尧热气腾腾的饭
菜袁再也不必为吃饭问题发愁了遥 据各车间反映袁小厨房投用后袁吃饭时
间岗位无人看管的现象没有了袁 员工的工作情绪得到了稳定遥 野红烧甲
鱼冶尧野香辣大虾冶等家里不常吃到的菜肴都会出现在小厨房的餐桌上遥各
车间开展的野厨艺大赛冶尧野生日一菜冶尧野月月评菜冶尧野厨艺大比拼冶等活动
精彩纷呈袁形成了氧化铝二厂特有的温馨尧健康的精品厨房文化袁轮班中
洋溢着团结进取的和谐氛围遥

野节减先锋 冶我来当
要要要公司团委野青年文明号冶节能减排挑战赛活动纪实

阴 赵 敏 王 涛

小厨房解决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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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红旗党支部书记到中州企业参观学习

上 街 区 召 开 廉 租 住 房 工 作 会 议

开 展 回 访 活 动 提 高 服 务 质 量

送 锦 旗 表 达 浓 浓 谢 意

为确保 150万吨选矿厂顺利竣工袁工程公司组织精兵强将开展了野八
比八赛创一流冶劳动竞赛活动袁昼夜奋战在施工现场遥 图为 10月 12日袁铆
焊车间员工正在精心校正选矿厂天车大梁遥 邓广顺 摄影报道

10月 9日袁 氧化铝一厂七车间在员工中开展了向成本要效益劳动竞
赛活动袁提高了员工的节约意识尧危机意识尧责任意识和成本意识遥 图为钳
工班的老党员和新党员正在对废旧设备进行组装再利用遥

董爱东 王秋丽 摄影报道

近年来袁碳素厂开展了野导师带徒冶结对子帮带活动遥 师傅根据徒
弟的实际情况袁做到了野你缺什么我补什么袁你学什么我教什么冶,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遥图为近日该厂韩永莹师傅渊中冤在现场为新员工进行技
术指导遥 刘海涛 摄影报道

近日袁水电厂供电车间党支部开展了野岗位练兵袁党员争先冶主
题活动遥此活动与评选野每月之星冶尧野优胜班组冶劳动竞赛相结合袁带
动了车间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遥 张 芸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