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企业有困难袁我们怎么办钥 冶针对这个问题袁连日
来热力厂在员工中开展了大讨论活动遥讨论让我们这
些普通员工进一步认识到当前的形势和企业遇到的
困难袁也更明确了我们每个人肩上的责任遥
目前形势下袁怎么为企业作出贡献呢钥
做好本职工作袁立足岗位作贡献遥 比如搞好安全

生产袁优化成本指标袁提高生产效率袁想方设法节约
煤尧电尧水噎噎热力厂燃化车间瞄准安全尧控亏增效尧
环保的目标袁积极组织车间党员袁利用业余时间清理
煤沟野垃圾冶袁 在野垃圾冶中野挖宝冶袁回收煤 400 吨袁节
约 30多万元遥 清理野垃圾冶袁还消除了安全隐患袁改善
了环境遥在水系统对反渗透装置低压冲洗水回收再利
用遥 员工们说院节约开支就是对企业最大的贡献遥
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各种劳动竞赛活动袁为降本

创效作贡献遥热力厂在各车间中开展了野红旗夺标冶尧
野反三违冶等劳动竞赛袁车间在班组与班组之间开展
了小指标竞赛袁员工在工作中比尧学尧赶尧帮蔚然成
风袁人人开动脑筋为企业技改尧节能出谋划策袁体现
了强烈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遥劳动竞赛中袁把检修换
掉的旧零件回收再利用已经成为检修班组员工的习
惯袁 而比指标找差距则在生产运行系统员工中成为
自觉行动遥

正视困难袁 知难而进袁
增强忧患意识袁树立主人翁
观念袁 扎扎实实把工作干
好袁我们要用自己执著的信
念和辛勤的付出袁推动企业
走出困境袁赢得发展遥

企业有困难 我们怎么办
阴 李 红

银10 月 21日袁热力厂召开了野企
业有困难袁我们怎么办冶主题研讨会遥

渊许颍洲冤
银10月 21日袁水电厂污水处理车

间组织员工到运输部参观 野企业文化
创新示范班组冶和野党员示范岗冶遥

渊张心威冤
银10月 18日至 19日袁 区房产管

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前往山西晋城接受
了为期两天的拓展训练遥

渊豆彩霞冤
银10月 17日袁氧化铝一厂六车间

成立了降本减亏尧挖潜增效领导小组遥
渊李喜军韩芸云冤

银10月 16日袁水电厂排水车间组
织车间全体员工进行了企业生产形势
任务教育遥 渊康宏伟冤
银10月 15日袁水电厂检修车间召

开了形势任务教育动员会袁 传达分公
司有关文件精神和水电厂挖潜增效措
施袁 号召全体员工认清形势袁 明确任
务袁立足本职袁勇于应对挑战袁全面完
成全年各项生产任务遥 渊李健华冤
银10月 15日袁热力厂检修车间工

会对各班组开展的野红旗夺标冶劳动竞
赛活动进行了经验交流和总结遥

渊王 艳冤
银近日袁 总计控室党总支开展了

野讲党性袁重品行袁做表率冶调查问卷活
动袁 在员工和副科级以上人员中发放
调查问卷 20 份袁 满意率达到 90豫以
上遥 渊胡玉州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

积极开展了野降本减亏袁挖潜增效冶主
题活动袁 并要求每位员工在本岗位上
找出减亏点遥 渊安爱峰冤
银近日袁 运输部机动车间党支部

召开了党员座谈会袁 要求每位党员切
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 带头做好挖潜
增效工作遥 渊王欣欣冤
银日前袁 企业文化发展中心邀请

公司保卫消防中心的干警举办了消防
安全知识讲座袁并进行了消防演习遥

渊马慧龙冤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康宏伟冤水电厂排水车间自今年年初以
来袁在各班组中开展了不同形式的以降本增效为主要内容的劳
动竞赛活动遥 车间检修班组开展野确保设备检修质量冶零返修尧
零缺陷尧零故障劳动竞赛以来袁员工们在严把元尧配件质量关袁
确保设备检修质量完好率 100%的同时袁做好修旧利废工作袁对
更换下来的设备零件修复再利用遥他们对车间两台即将报废的
沙泵进行了修复袁节约资金 1.5万元遥 在点巡检过程中发现污
泥干化切割泵运行不良袁及时对设备停车检查袁发现泥水中含
沙石较多造成刀头损坏尧刀盘破损袁已经对进料泵的运行造成
威胁遥 因及时发现袁及时修复袁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3万元遥
右图为检修班组员工在细心检查尧维护鼓风机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智慧冤面对河南分公司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袁水电厂党委认真
贯彻落实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和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在形势任务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袁结合水电厂实际袁迅速行动袁以多项措施积极应对袁全力以赴坚决打赢挖潜增效
攻坚战袁确保水电厂年度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和完成遥
一尧深化学习教育遥 该厂党委中心组成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袁坚决执行分公司弹性生产组织方案袁在思想
上尧行动上与分公司保持高度一致袁把学习全会精神与武装头脑尧指导实践尧推动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袁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遥 分公司 10 月
14 日召开了形势任务动员大会后袁水电厂于 10月 15日上午召开了动员大会袁传达
贯彻分公司会议精神袁 并于 10 月 17日下午召开了由各党支部书记和基层工会主席
参加的专题会袁学习传达公司党委八项措施袁安排具体工作袁积极应对当前严峻形
势遥 各党支部按照厂党委的工作部署袁在员工中深入开展野企业有困难袁我们怎么办冶
大讨论袁各班组都积极行动袁纷纷结合岗位实际写出了心得体会和应对措施遥 二尧加
强班子建设遥 厂党委认真落实领导班子成员联系点制度袁深入基层了解员工思想动
态袁及时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题遥 厂长高锡新与厂工会主席方志勇先后到
供水车间尧供电车间调研袁各车间领导班子成员也坚持每天下班组了解情况袁解疑释
惑袁解决生产实际问题遥三尧强化责任意识遥认真贯彻落实分公司各项工作部署袁坚持
一级抓一级袁一级带一级袁做到领导有责任袁单位有目标袁层层有压力袁人人有任务袁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积极有效的工作举措袁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遥 厂
党委成立了由党委工作科和各党支部书记组成的水电厂思想稳定工作调研小组袁做
到职责分工明确袁任务要求具体袁努力做好实施弹性生产组织方案后员工的思想工
作袁提高员工对限产的重要性尧必要性的认识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袁确保人心不散尧
队伍不乱尧生产稳定遥 严格落实以生产经营尧成本效益为中心的绩效管理考核袁把第
四季度生产经营指标和降本增效完成情况与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绩效考核尧考核
聘用尧选拔任用挂钩遥 四尧深化野三比一创冶活动遥 结合实际袁融入生产经营中心袁继续
深化野三比一创冶活动袁并把促进生产经营尧降本增效尧安全稳定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袁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遥 紧紧围绕第四季度生产经营的难点尧重点袁继续抓好
野特色党支部冶尧野党员先锋岗冶创建及野双培养冶工作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袁团结带领广
大党员和员工袁立足岗位降本增效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遥 五尧加大宣传力度遥 充分利用公司报纸尧电视尧内部网站等各种媒体袁向广
大员工深入开展形势任务宣讲袁将形势讲清尧任务讲透尧目标讲明尧措施讲实袁使全厂
上下达到思想高度统一袁认识高度到位袁步调高度一致遥 大力宣传在挖潜增效攻坚战
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袁做到手中有先进袁心中有典型遥六尧弘扬先进文化遥大力
弘扬野励精图治尧创新求强冶的中铝公司精神袁加大企业文化建设力度袁深入开展创建
企业文化创新野示范基地冶活动袁引导广大员工传承企业优良传统袁发扬建厂精神袁从
我做起袁从点滴做起袁野向一个百分点要效益冶袁形成人人为降本增效作贡献的良好氛
围遥 以第四季度生产经营任务为中心袁深入推进野挖潜增效袁向一个百分点要效益冶劳
动竞赛袁全面推动劳动竞赛野进车间尧进班组冶袁进一步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袁形成比学赶帮超热潮袁促进厂目标任务的圆满实现和完成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欧阳建设冤为认真贯彻落实河南分公司形势任务动员大会精

神袁10月 16日袁运输部召开了形势任务动员大会遥 运输部领导王文军尧吴之洪尧闫书
堂尧周开宇尧王致华尧于韶华及该部副科级以上管理者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遥
王文军在讲话中分析了今年前 9个月的运输生产情况和铁路运输当前所面临的

严峻形势袁提出了下一步开展降本增利活动的具体举措院一尧深化形势任务教育袁增
强全员的危机意识尧求生存意识和成本意识遥 二尧继续优化运输生产组织袁完善预案袁
积极应对分公司弹性生产组织模式遥 三尧细化成本预算管理袁完善内部预算尧核算尧分
析制度袁努力节约各项费用遥 四尧持续开展细节管理袁倡导节约袁杜绝浪费袁努力降低
生产成本遥五尧深入开展科技攻关工作袁通过技术革新创新效益遥六尧持之以恒地开展
安全确认制和缺陷管理袁促进铁路运输安全稳定和谐发展遥
运输部党委书记吴之洪要求各单位要层层动员袁 深入贯彻落实分公司形势任务

教育动员大会精神袁做到领导带头袁真抓实干袁坚决执行分公司下达的弹性生产组织
方案袁并把党建工作融入到运输生产中心袁为生产排忧解难袁落实责任袁强化安全生
产管理袁确保员工队伍稳定袁运输生产大局稳定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显军冤员园月 员苑 日下午袁公司离退休管理中心召开了全体职

工大会袁传达贯彻公司党委书记工作会议精神袁以及野公司贯彻中铝公司挖潜增效控
亏增盈视频会议精神暨经济活动分析会冶精神遥 党委书记罗永跃通报了当前中铝公
司以及中铝郑州企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遥 他说袁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袁我
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袁 中铝公司的生产经营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遥

我们要勇于正视和面对困难袁只要坚定信心袁凝心聚力袁坚决贯彻中铝总部的应对措施袁就一定能战胜困难袁渡过难
关遥 离退休管理中心职工要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和百倍的工作热情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袁切实为老同志服好务袁为中
铝郑州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遥

罗永跃对近期工作提出了五点意见院一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袁统一思想认识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遥 二是继续做好离退休人员尧内退职工的走访工作袁特别是做好特困户的登记工作遥 三是深入开展野讲树冶活动袁进
一步转变工作作风袁热情为老同志服务袁为老同志排忧解难遥
四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袁 进一步做好老同志的来访接待工
作袁倾听老同志的意见袁为老同志解惑释疑遥五是认真落实安
全稳定工作责任制袁保证信息渠道畅通袁确保大局稳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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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综合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云鹏冤10月 20
日袁 河南分公司召开了成立机关服务队
动员会遥来自分公司机关 14个部室及河
南华慧尧中铝河南国贸的 63名工作人员
参加了动员会袁 并分为 14个服务工作
组袁 奔赴各单位生产一线开展降本增利
服务活动遥

机关服务队由河南分公司机关党
委尧企业文化部负责牵头组织袁旨在认真
贯彻落实中铝公司总部相关会议精神和
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尧 公司党委书
记王立建在河南分公司形势任务动员大
会上的讲话精神袁 深入基层一线宣传形

势任务袁开展服务活动袁协助各单位做好
降本增利和思想政治工作袁 把分公司形
势任务动员大会精神落实到车间尧班组袁
进一步动员各级管理者和广大员工袁统
一思想袁坚定信心袁迎难而上袁高效落实袁
坚决打赢挖潜增效攻坚战袁 确保完成分
公司下达的各项生产经营任务袁 为中铝
郑州企业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遥
会上袁分公司机关党委书记李万勇尧

企业文化部经理陈金旺要求全体服务人
员袁要牢固树立为基层服务的思想袁充分
认识成立机关服务队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袁明确任务袁履行职责袁发扬良好的机

关工作作风袁 深入生产建设一线调查研
究袁围绕各单位降本增利重点工作袁帮助
基层协调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有关问
题袁严格按照叶机关服务队工作人员服务
目标及守则曳要求袁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
政治工作和优质高效的服务工作袁 将形
势讲清尧任务讲透尧目标讲明尧措施讲实袁
将各级管理者和广大员工的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全面落实分公司形势任务动员大
会精神上来袁坚定信心袁克难攻坚袁为确
保分公司大局的安全稳定袁 实现总部下
达的各项生产经营目标作出积极的贡
献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 芸冤日前袁水
电厂供电车间为该车间重病员工贾文斌
组织了捐款活动, 车间领导和员工代表
16 人袁 把饱含 95 名员工深情厚谊的

8650 元捐款送到了正在 153 医院接受
治疗的贾文斌手中遥

不久前袁 贾文斌因脑血管畸形异
变袁颅内大面积出血袁在职工医院抢救

后袁转至 153 医院袁先后进行了野介入冶
手术和两次开颅手术袁短短半个月就花
费 8万余元遥 贾文斌的妻子下岗待业袁
双胞胎女儿才读初一袁 家庭经济困难遥
车间领导得知后袁在第一时间向全体员
工发出捐款倡议袁并带头进行了爱心捐
款遥 危急时刻见真情袁 仅仅 1天时间袁
车间员工捐款就达 8650元遥

深入基层开展降本增利服务活动

河南分公司成立机关服务队

工程公司电装车间工会充分利用生产间隙袁
组织员工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比武活动遥 图为
10月 16日袁电装车间员工正在开展电气设备故
障排除技术比武遥 邓广顺 摄影报道

为应对目前的严峻形势和缓解紧张的生产压力袁确
保完成今年的碳阳极出口合同袁10月 20日至 23日袁碳
素厂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分 4组下到煅烧车间进行倒料
义务劳动遥 图为义务劳动现场遥 刘海涛 摄影报道

热力厂检修车间通过开展创建野党员示范班组冶和专业技术学习尧岗位
练兵等活动袁提高了员工的综合素质袁增强了班组的凝聚力遥 图为 10月
21日袁该车间钳工班党员在精心检修设备袁保证设备安全稳定运行遥

王 艳 摄影报道

真 情 暖 人 心

成 本 是 这 样 降 低 的

10月 21日袁水电厂电讯车间党支部组织党员
对交换机房主干通信电缆进行了全面清理维护遥

陈文峥 摄影报道

野扬料板原来依靠外加工袁现如今我们自己做袁一块就能省下近 400
元遥 冶10月 13日袁氧化铝一厂四车间钳工班员工高高兴兴地搬卸加工好的
扬料板袁他们在野挖潜增效袁向一个百分点要效益冶劳动竞赛中袁自己制作扬
料板袁每年可为企业节约资金 10万余元遥 李明航 袁昌才 摄影报道

好言论大赛
氧化铝二 厂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