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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的生产形势和巨大的成本压力袁
河南分公司运输部认真贯彻落实分公司形势
任务动员大会精神和各项工作部署袁坚决按照
中铝总部及分公司要求袁切实落实弹性生产组
织方案袁从大处着眼尧细处入手袁多措并举袁群
策群力开展全员降本增利工作袁确保分公司控
亏增利目标的实现遥

大处着眼 多措并举推进降本增利
实施弹性生产组织方案以来袁运输部结合自

身生产实际袁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袁成立了节水
节电管理组尧控亏增利攻关组尧修旧利废先锋组
等 8个专业组袁层层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和研讨
会袁 找出影响降本降耗目标实现的关键问题袁逐
一进行分解袁制订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遥

在实际操作中袁运输部从优化生产组织入
手袁根据分公司生产需求袁充分发挥内燃机车
牵引功率大的优势袁合理组织工业站到小关站
区间运输遥 在列车编组方面袁开往小关站的矿
石列车编组由 15辆变为 20辆袁杜绝了小编组
列车的运行袁增加了列车载重量袁使运行机车
满负荷高运转袁 最大限度提高设备利用率袁降
低了油耗遥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袁运输部在工
业站到小关站区间各站采取 野间歇式供电冶方
式袁即:在无列车运行期间袁对信号设备进行停
电曰当有列车运行时袁提前通知相关部门送电曰
列车通过后袁对设备继续停电遥

在能源消耗方面袁运输部进一步完善能源
的计量尧奖惩等管理制度袁制订出了燃煤尧电能
及用水的控制措施院停止大锅炉运行袁运输部
大澡堂由每周开放 5次减少到 3次袁预计到年
底可减少 600吨燃煤和 9吨盐的消耗遥根据季
节的变化袁采取了路灯和原料站灯桥隔一个亮
一个的措施袁 沙固车站保留一处灯塔照明袁企
业文化广场照明保留 2 至 3处袁 每天可节约
70千瓦时电遥

细处入手 齐心协力实现降本增利
野节约每一度电尧每一滴水尧每一张纸冶袁把节

能降耗纳入岗位职责尧 日常管理和绩效考核之
中袁大力开展节约活动袁将降耗降本落到实处遥年
初以来袁运输部在全部范围内提出了野再小的力
量也是一种节约袁合力创建节约型企业冶的倡议袁
倡导各级管理者和广大员工从用水尧用电尧用纸
等野小细节冶做起袁做到每滴水必控制尧每度电必
节约尧每张纸必节省袁营造了野人人讲节约袁人人
降成本袁齐心协力增效益冶的良好氛围遥

机关各科室根据各自工作性质袁积极做好
身边小事院在自然照明良好的情况下袁办公室
白天不开灯曰 工作人员出门办事或开会离开 1
个小时以上袁自觉关闭电脑曰每个科室只保留 1
台饮水机袁喝水时才开启电源曰打印文件要适
当调整纸张页边距袁双面使用遥 通过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措施袁普及节能野小细节冶遥

各车间尧段队结合实际袁通过规范管理尧清
仓利库尧修旧利废尧小改小革等活动袁不断增强
员工增产节约的意识袁达到降本增利的目的遥车
务段安排员工对厂内 1号线尧701号线进行清
道作业袁 降低费用遥 工务段员工修旧利废坚持
野修大不放小冶袁在实施旧道岔岔心焊补尧旧木枕
制作防爬支撑尧 旧水泥枕掏木塞重新锚固等创
效明显的项目时袁 将堆弃在废料库角落中几角
钱一个的螺帽尧垫片等小配件袁逐一挑选袁进行
除锈尧涂油袁并对旧螺帽重新套丝袁还把 300多
根弯曲的道钉矫直后使用到辅助线路遥迄今袁该
段已修复各类旧铁路配件 1200余件袁焊补旧道
岔岔心 5组袁创效 29万元遥

降本增利袁从我做起袁如今已成为运输部
各级管理者和广大员工的共识遥他们正上下齐
心协力袁积极应对挑战袁全力以赴打赢挖潜增
效攻坚战袁以实际行动为分公司控亏增利目标
的实现作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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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肖总讲话精神 坚决打赢降本增利保卫战

11月 7日袁氧化铝一厂电气车间连续攻关修复出现故障的七配直流柜袁节省费用
十余万元遥 图为电气车间员工正在对七配直流柜进行故障排查遥 袁 媛 摄影报道

渊上接第一版冤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袁我们怎么办钥 各级管理
者怎么办钥 各个车间尧班组怎么办钥

12月 1日下午袁 中铝郑州企业召开了两公司总经理办
公 渊扩大冤 会议暨党委常委扩大会袁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肖
总重要讲话精神袁 研究如何应对当前面临的生死存亡的挑
战遥 我们怎么办钥 两公司领导班子和党委常委一致认为袁
要发扬壮士断臂的精神袁 和衷共济袁 团结带领广大职 渊员冤
工勇于迎接挑战袁 坚决打赢降本增利攻坚战袁 打赢企业生
死存亡保卫战遥
近期袁两公司要分别召开 2009年思路研讨会遥 会上袁各

单位中层管理者要思考 2009年怎么办袁 每位管理者都要站
在中铝郑州企业大局利益上去思考问题院如何实现中铝郑州
企业三公司共赢发展袁 共同生存袁 共同打赢这场战争钥 站
在这个高度袁 各单位领导班子应该怎么办钥 所带领的团队
应该怎么办钥 我们要共同思考问题袁 回答问题袁 采取具体
措施袁 决不最先倒下袁 要站到最后一个遥 如果我们先倒下袁
就对不起中铝郑州企业三万余名职 渊员冤 工和内退职工尧
离退休人员遥 打赢这场战争是我们的责任袁 也是我们的义
务遥 我们不能输袁 也输不起袁 只能背水一战袁 决不能拿广
大职 渊员冤 工尧 内退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根本利益当儿戏遥
我们一定要最大限度维护广大职 渊员冤 工尧 内退职工和离
退休人员的根本利益袁 打赢挖潜增效攻坚战遥

当前形势对铝工业整体发展很不利袁对中铝郑州企业也
有很大影响袁再加上推行后勤改革袁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野活
思想冶遥在当前形势下袁如何最大限度维护中铝郑州企业三公
司广大职渊员冤工尧内退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利益袁确保中铝
郑州企业大局稳定袁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遥

关于医保工作袁中铝郑州企业医保工作领导小组正积极
与总部和省市政府沟通袁有望在 2009年实现全员医保遥

关于取暖收费问题袁这是国家的规定遥目前袁中铝公司内
部其他兄弟企业绝大多数已经完成了改革袁我们企业年底前
必须改革到位遥

在当前内外部严峻形势下袁河南分公司支持和帮助长城
铝的难度越来越大遥 但不管有多困难袁我们都要始终保持中
铝郑州企业野一家人冶尧野一盘棋冶的思想袁与长城铝和矿业有
限公司一道袁积极研究各种政策袁采取各种办法袁最大限度地
支持和帮助长城铝及其所属企业共渡难关遥要尽快成立中铝
郑州企业困难职渊员冤工帮扶中心袁公司工会要会同有关部门
尽快制订困难职渊员冤工临时帮扶措施曰加大与地方政府的沟
通协调力度袁为困难职渊员冤工申请低保曰积极与省市区相关
部门联系袁研究利用失业保险等政策袁妥善解决困难职渊员冤
工的生活保障等问题遥
各级管理者要加大走访慰问中铝郑州企业广大职 渊员冤

工尧内退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力度袁倾听他们的呼声袁及时为
他们排忧解难袁把组织上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身边袁最大
限度地维护职渊员冤工尧内退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遥
要密切关注广大职渊员冤工尧内退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思想动
态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遥对于
医保问题袁还有个别职渊员冤工不清楚袁我们还要进一步把宣
传工作做好遥现在这种形势是 80年来没有遇到的袁是公司建
厂以来所没有遇到过的遥 在这种形势下袁哪个单位稳定工作
出现问题袁哪个单位的领导要负责任遥 我们稳定的大局是符
合广大职渊员冤工和内退职工尧离退休人员的根本利益的遥 目
前袁中铝郑州企业人心思稳定袁人心思进取遥我们有中铝公司
党组的坚强领导袁有非常团结的两公司领导班子袁有坚强的
公司党委袁有我们中流砥柱一样的中层管理者袁有我们敢于
勇挑重担尧能够吃苦耐劳的广大职渊员冤工队伍袁我们一定能
够打赢这场生死存亡的保卫战遥

尽我所能 做我最好
阴 曹 杰

墨西哥阿兹特克族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院
很久很久以前袁在覆盖大地的森林中袁发生了
一场大火遥人和动物都在奔跑逃生袁猫头鹰也
在逃命袁但它发现一只小鸟正匆匆忙忙袁来回
奔波于大火与附近的河流之间遥 原来那是绿
咬鹃袁 猫头鹰好奇地飞向它袁 看着它飞到河
边袁用喙衔住一小滴水袁然后回到火场袁把那
一滴水浇到火焰上遥猫头鹰飞到绿咬鹃身边袁向它喊
道院野兄弟袁你在干什么钥 你傻了吗钥 这样做根本不管
用遥 你要干什么钥 这样你得飞一辈子浴 冶绿咬鹃停了
一下袁看着猫头鹰袁回答道院野我只想尽我所能遥 冶
于是有了老辈人代代相传的一个故事院 很久以

前袁一只小小的绿咬鹃袁一只猫头鹰袁还有很多其他
的动物和人们袁一起扑灭了大火袁拯救了覆盖大地的
森林遥
不是说一己之力难以回天吗钥 但绿咬鹃匆忙奔

波于大火与河流之间袁因自信而产生了无穷的力量遥
不是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吗钥 但绿咬鹃用衔来

的滴滴水珠浇到火焰上袁因坚毅而有了成功的希望遥
不是说弱小无助孤立无援吗钥 但绿咬鹃用质朴

的话语诠释着它的所为袁用行动超越了动听的语言遥
触动产生了联想袁深思之后是启发遥经济危机虽

然对我们的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袁 但绝不能摧毁
我们的信心和意志遥面对当前的形势袁中铝河南分公
司适时地开展野企业有困难袁我该怎么办钥冶大讨论活
动袁野尽我所能冶的信念已深入人心袁落地生根遥

尽我所能袁即尽承担责任之所能遥野天下兴亡袁匹
夫有责冶遥野企业有困难袁我们来分担冶遥企业有社会责
任袁员工有岗位责任袁这就要求我们在困难和挑战面
前袁自觉树立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袁勇于肩负起和
企业同舟共济尧共渡难关的职责袁而不是隔岸观火袁
消极等待遥

尽我所能袁即尽坚定信心之所能遥 野信心比黄金

和货币更重要冶袁有信心就会有勇气袁有信心
就会有力量遥 这就要求我们认清形势袁提高
认识袁以积极的心态尧坚定的信心尧乐观的精
神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企业发展的大局上
来袁心往一处想袁劲往一处使袁而不是心灰意
冷袁质疑抱怨遥

尽我所能袁即尽付诸行动之所能遥 行动
就有希望袁 实干才有成果遥 这就要求我们从大处着
眼袁从细处入手袁将措施落实在行动上袁从我做起袁节
约一滴水尧一滴油尧一度电袁杜绝跑冒滴漏袁向一个百
分点要效益袁向一个工作日要效益袁自力更生袁克难
攻坚袁而不是袖手旁观袁言而无行遥

当前袁形势仍很严峻袁困
难超乎想象袁 企业发展的不
确定因素还很多袁 但只要我
们择己之长袁竭己之勤袁倾己
之智袁尽己之心袁上下同欲袁
就一定能抗击风暴袁 抵御严
寒遥

好言论大赛
氧 化 铝 二 厂 协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