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下旬袁 随着氧化铝一厂新生产组织方案的逐步
实施袁 三车间员工开始有计划地对设备进行检修和清理遥
图为三车间二溶出工序员工在精益求精地清理垫子遥

刘志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 芸冤为了帮
助员工养成节电节水的好习惯袁日前袁
水电厂供电车间党支部尧 工会联合开
展了以降本降耗尧 勤俭节约为主题的
野温馨提示袁倡导节约冶活动遥

走进车间区域袁 便可看到一些用
电尧 用水设备旁都有很精致的不干胶

小贴纸袁 纸上的温馨提示让人过目不
忘院野开关一响袁黄金万两遥请您注意节
约袁谢谢合作遥 冶野滴水贵如金袁节约记
在心遥冶车间通过这种野温馨提示冶的方
式倡导尧引导员工树立了节约意识遥目
前袁该车间员工在用水尧用电过程中袁
处处注意节约已成为习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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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综合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 红冤近一段
时期以来袁 热力厂燃化车间按照厂部
统一部署袁积极开展降本增利活动袁在
各班组之间开展了红旗夺标劳动竞
赛遥

车间还在各班组之间开展了野每
天节约一度电尧一滴水冶活动遥白天光
线充足时关闭照明系统袁夜间在不影
响生产的情况下减少走廊照明袁更衣
室照明人走灯灭遥

水系统开展了多用回水袁减少制
水尧供水水耗及其他消耗竞赛袁基本
杜绝了冒槽尧溢流现象袁提高了制水尧
供水效率遥 为节约用水袁车间管理人
员和班组技术人员反复琢磨袁研究出

反渗透低压冲洗水回收再利用系统遥
并对新型阻垢剂全面投入实用袁反渗
透运行时停止加盐酸袁大幅节约了用
酸量袁同时也避免了酸腐蚀反渗透系
统袁减少了维修费用遥

煤系统开展了合理配比尧及时上
煤袁提高零点班上煤量竞赛袁避免了
空仓现象袁 提高了皮带系统小时出
力袁降低了电耗遥 各班组之间根据分
时电价明细表袁 制订合理上煤时间袁
开展节电竞赛袁一年下来可节约二十
多万元的电费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邓广顺 张艳
华冤11月 25日下午袁工程公司召开了
2008年度合理化建议项目暨成果发
布会袁 总结 2008年的合理化建议工
作袁并对 2009年的合理化建议工作进
行了部署遥

工程公司 2008年共征集合理化
建议和小改小革 460条袁采纳 118条袁
实施 52项袁 创经济效益 357.5万元遥
会上袁汽车队孙家胜的叶关于改造沃尔

沃砼运输车弹簧钢板的建议曳尧管道车
间耿俊玲的叶关于车间北跨 20吨天车
啃轨问题的建议曳等 5个项目袁以及管
道车间白宏展的叶关于 H型钢卧式组
合组对法的建议曳尧检修车间程朝辉的
叶关于氧化铝一厂三车间 1号中碎机
出水管改进油管改造的建议曳 等 5项
成果进行了发布袁 公司组织各专业评
审组对所发布的项目成果进行了点
评遥

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四车间广大员工积极响应厂部野开
展减亏增利耶七个一爷主题立功竞赛冶的号召袁立足岗位争
相为减亏增利献计献策遥图为四车间中碎岗位员工主动将
扫帚重新捆绑扎牢袁以延长其使用寿命遥 杨 苒 摄影报道

工程公司

合 理 化 建 议 项 目 成 果 丰 硕
热力厂燃化车间

降 本 增 利 人 人 争 先

11月 23日晚袁2号悬浮焙烧炉 K01输送系统关键设备 H12风机突然因故
障停车遥值班长杜彦民发扬共产党员时时处处抢在先尧冲在前的先进模范作用袁
和员工一起连夜抢修袁及时恢复了设备的正常运行遥 贺利娟 摄影报道

供电车间

开展野温馨提示袁倡导节约冶活动

明 天 会 更 好
要要要氧化铝一厂党委野降本减亏袁挖潜增效冶活动侧记

阴 高惠民 刘志红

面对严峻形势袁 氧化铝一厂在厂党
委的带领下袁沉着冷静袁直面考验袁组织
员工立足岗位袁从我做起袁从自己最熟悉
的工艺和设备尧 生产操作和检修维护入
手袁深入开展野降本减亏袁挖潜增效冶主题
实践活动遥活动中袁广大员工通过提合理
化建议尧优化工艺流程尧修旧利废尧小改
小革等手段袁积极寻找每一个减亏点袁挖
掘每一个增效点袁 谱写了一曲曲主人翁
赞歌遥
沟通协商袁年节约包装费用 26万
走进微粉车间混料现场袁加料员工

一改往日用刀片野唰冶地一声划开包装
袋袁倒出氧化铝粉后随手丢弃包装袋的
习惯动作袁变成了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装
袋口绳子袁把原料慢慢倒进混料机后顺
手将袋子折叠回收遥

习惯动作的改变袁 彰显出了员工
野向每一个百分点要效益冶 的勤俭持家
的思想遥 副主任田春华介绍院野过去袁微
粉车间使用的氧化铝粉全部采用小口
吨包袋包装袁上面的口子是缝合在一起
的遥使用时袁大家拿刀片将袋子划开遥这
样一来袁 价值 43元的包装袋就成了一
次性用品遥按正常 1天消耗氧化铝粉 30
吨计算袁1天报废 30个包装袋袁 等于每
天白白 耶割走爷1290元遥 为降低微粉成
本袁有员工提出了包装袋重复使用的建
议遥 车间通过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袁决
定立即换氢氧化铝大口包装袋运送氧
化铝粉遥 使用时袁员工只需将系包装袋
口子的绳子解开即可袁每个大口吨包袋

均可重复使用 3 至 4
次遥 这样一来袁仅此一
项就可为车间年节约
包装费用 26万元遥 冶
合理调配袁旧蝶阀变身

野香饽饽冶
这个世界上袁没有

废品袁只有放错了位置
的资源遥 9月 29日袁六

车间过滤工序通过合理调配袁将 3个即
将废弃的 8寸涡轮控制蝶阀变成了野香
饽饽冶遥

过滤工序细晶种岗位有多台 8寸
涡轮控制阀袁 分别用在调控料浆储槽
进料管和料浆储槽出料泵上袁1台 8寸
涡轮阀成本 4000元遥 前一阵袁有 3台
出料泵的涡轮阀因关不严被陆续更
换遥 在寻找挖掘每一个减亏点的过程
中袁 工序长郭建忠依据储槽进料管的
涡轮阀需要常开控制料源流速这一事
实袁 安排员工将废品堆里的 3 台出料
泵涡轮阀与料浆储槽进料管上的涡轮
阀进行了对换遥调换后袁不仅旧蝶阀摇
身变成了降本野香饽饽冶袁换下的 3 台
野新冶碟阀还能挖掘野潜能冶袁先到出料
泵上一显身手遥

角色转换袁维修清理同时干
随着氧化铝弹性生产方案的逐步

落实袁各车间大量的维修尧清理工作落
到了员工身上遥

三车间二沉降员工在清理沉降槽
时袁变用野大量高压水冲刷清除槽底赤
泥冶为野人工用铁锹和钢钎将大块结巴
清除后袁再用少量水清理残存的底泥冶袁
以此减少污水进入流程袁降低了蒸发汽
耗遥 该车间员工尧省级劳动模范张延松
在清理工作中干得热火朝天袁他说院野有
一份工作袁有一个岗位袁是一件多么幸
福的事遥 什么脏活累活袁都是我们自己
的活遥没有了企业袁哪还会有员工钥没有
了企业这个耶大家爷袁又怎么来保障我们
的耶小家爷钥 冶一句企业野大家冶和员工野小
家冶袁 道出了该厂三千名员工与企业同
舟共济尧共渡时艰的决心和信心遥

四车间烧成工序员工在 1号尧2号尧
3号熟料窑大修中袁 主动承担 野外委项
目冶袁修补窑内掉砖和窑口水泥圈遥五车
间叶滤工序换布袁男员工负责换袁女员
工对破损小洞缝缝补补袁 有力的出力袁
有技术的出技术遥

动手动脑袁巧妇野能冶为无米炊
野刘师傅袁该领新拖把了袁你这个加

固过的旧拖把布都糟了袁不能用了遥 冶11
月 5日袁镓车间钳工班材料员刘利敏听
了班组员工李静的话袁 没头没脑问了
句院野有不能穿的工作服吗钥 冶野有啊袁我
去拿遥 冶李静答应一声袁扔下拖把就去翻
工具箱遥

几分钟过后袁 刘利敏拿着剪刀尧钳
子尧铁丝尧旧拖把木棍和自己的一件旧
工作服和李静聚在了一起袁 示意着李
静袁两人很快废物利用袁将旧工作服剪
成了长条条袁捆扎出
了一个野新冶拖把遥

事后袁刘利敏淡

淡地说院野企业有困难袁我们能解决的问
题自己解决遥 冶

采访结束袁我们了解到厂工会为降
本减亏袁挖潜增效袁开展了减亏增利野七
个一冶主题立功竞赛活动袁号召员工野立
足岗位袁我为减亏增利献一计冶尧大力开
展弹性生产条件下的优化指标竞赛遥三
千颗心聚到一起袁 三千股劲儿使到一
处袁我们有理由相信院凭借艰苦奋斗尧愈
挫弥坚的氧化铝精神和困境中勃发出
的思路新理念尧技术新突破尧管理新举
措袁我们的企业袁明天会更好浴

12月 28日袁公司工会召开了野企业
有困难袁工会怎么办钥 冶2009年工会工作
专题讨论会遥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袁
工会工作应如何开展钥 怎样更好地发挥
工会的职能优势钥 来自各单位的工会主
席结合各自单位的生产经营实际袁 各抒
己见袁畅谈自己的观点和体会遥

深化劳动竞赛 与企业共克时艰
劳动竞赛是充分调动职渊员冤工积极

性尧激发职渊员冤工建功立业的有效载体袁
是维护广大职渊员冤工切身利益的必然选
择遥工会必须以劳动竞赛为重点袁服务生
产经营中心工作遥

氧化铝一厂工会主席在发言中说袁
在实施弹性生产方案期间袁 要继续深入
开展野七个一冶主题立功竞赛活动遥 在活
动中发掘典型的事例袁并加大宣传力度袁
以营造劳动竞赛文化氛围袁 使活动在促
进企业挖潜增效尧控亏增利的同时袁增强
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战胜困难的决心遥
同时他们还针对当前的困难袁 提出工会
要摆正位置袁找准切入点袁要在野措施要
准袁工作要实冶这两个方面下工夫遥 水泥
厂工会提出在开展以野挖潜增效袁控亏增
利冶为重点的劳动竞赛的同时袁深入开展
灵活多样的尧 针对性强的小指标竞赛活
动遥通过制订合理的指标袁进行严格的考

核袁使劳动竞赛活动入车间尧进班组尧到
个人遥 通过物质奖励与野明星职渊员冤工冶
的评选相结合袁进而使职渊员冤工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野节约一滴油尧一度电尧一
斤煤尧一个螺丝钉冶的具体行动当中遥 热
力厂工会主席在发言中说袁目前袁该厂开
展的野红旗夺标冶劳动竞赛已经在班组生
根开花袁在挖潜增效尧控亏增盈方面为企
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遥 同时袁 他们还以
野首席员工冶评选为载体进行全员技术比
武袁以此提高员工的技术素质遥谈到劳动
竞赛的开展袁 工程公司工会主席提出了
要着重抓好野短赛冶的看法遥 野短赛冶要充
分体现野短尧快尧好冶三个字袁就是竞赛周
期要短袁组织实施要快袁落实效果要好遥

排忧解难 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
面对困难袁如何稳定职渊员冤工队伍袁

化解矛盾袁如何鼓舞士气袁振奋精神袁如
何营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袁 是讨论会
上的重要话题遥

建设公司工会针对本单位生产面分
散的特点袁 要求工会干部每天坚持深入
一线袁 着眼于生产建设和职工关心的热
点问题袁 每周定期了解困难职工的家庭
生活情况袁当好困难职工的知情人尧帮扶
人袁为企业分忧袁为职工解困遥 电解厂工
会主席指出袁 电解厂落实弹性生产方案

后袁 还要充分发挥员工的聪明才智为企
业作贡献袁 还要将合理化建议作为工会
的长项工作来抓袁 为企业更好地发展献
计献策遥同时袁积极协助党政领导抓好现
阶段的员工教育培训工作袁 确保员工思
想稳定袁做到人心不散袁队伍不乱遥

为营造良好的和谐环境袁 做到有的
放矢袁 各单位工会都是深入基层去听取
了解职渊员冤工的所思所想袁然后归纳总
结袁制订工作规划遥机械制造公司工会在
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袁 对员工目前的思想
状况进行分析分类袁 加强宣传教育和解
疑释惑工作袁积极开展野企业是我家袁共
渡难关靠大家冶等主题活动袁动员广大员
工发扬主人翁精神袁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袁 变压力为动力袁 为公司发展提供后
劲遥氧化铝二厂工会主席在发言中说袁将
继续围绕野家文化冶建设和野快乐工作袁健
康生活冶独具特色的理念袁充分利用野员
工之家冶尧野小厨房冶等多种形式袁积极开
展厨艺尧象棋尧篮球等员工喜闻乐见的文
体活动袁 把文体活动作为一项在企业非
常时期聚人心尧 聚人气的一项重点工程
来抓袁营造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袁增强员
工对企业发展的信心遥 碳素厂工会主席
在发言中说袁 要充分发挥劳模和先进生
产者的作用遥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涌现

出的大批劳模和先进生产者袁 是企业宝
贵的资源和财富遥他们就是一面面旗帜袁
其带头作用不可低估遥他们的一举一动袁
将直接影响到广大员工遥 后勤服务管理
中心和总医院袁作为特殊的服务单位袁他
们的工作关系到中铝郑州企业广大职
渊员冤工的民生遥因此袁两家单位都以改善
服务质量为工作重点遥 后勤服务管理中
心工会主席在发言中说袁 要在职工中积
极开展励志教育和感恩教育袁倡导慎言尧
宽容尧理解的做人品行袁客观理解企业面
临的困难袁减少乃至杜绝各种牢骚尧怨言
及谣言袁引导职工坚定信心袁迎接挑战遥
总医院工会也表示袁 要在下一步的医疗
改革中袁突出发挥维护职渊员冤工合法权
益的职能袁并把野优质服务之星冶的评选
活动全面铺开遥

加强自身建设 提升服务职渊员冤工
能力

加强工会自身建设袁 重视工会干部
的学习培训袁 不断提高工会干部的工作
能力袁当好组织职渊员冤工的能手尧协调劳
动关系的专家尧关心服务职渊员冤工的模
范袁是讨论会上工会干部的共识遥

水电厂工会主席在发言中表示袁要
严格对照叶企业工会工作条例曳袁建立健
全工会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遥 积极组织

工会工作者参加学习培训袁 提高工会工
作者参政议政的能力曰 加大对工会工作
者的普法尧 学法培训力度袁 提升依法维
权尧科学维权的能力曰组织工会小组长培
训班袁 提高基层工会工作者的工运理论
水平和工作能力袁 从而带动整体工会工
作水平的不断提升遥 运输部工会主席也
说袁要扎实做好工会干部的野联系点冶工
作袁 坚持做好全员学习制度的落实袁将
野每周三题冶尧野每月一课冶尧野每季一考冶尧
野每年一评冶 制度贯彻到底遥郑州铝城实
业开发总公司困境是极其严峻的遥 面对
这样的形势袁 开发总公司工会主席在发
言中深有感触地说袁越是在困难时期袁越
能体现工会工作的重要性遥要坚持野一切
为了企业和谐稳定袁 一切从维护和谐稳
定出发冶袁 发挥工会紧密联系职工的优
势袁加强工会相关政策法规的学习袁把党
和国家的政策精神学习好尧领会好尧掌握
好遥只有这样袁才能对职工进行有的放矢
的形势任务教育袁 找准服务大局的立足
点和切入点遥

总计控室尧研究所尧物配中心尧设计
院尧长城铝机关工会尧保卫消防中心尧公
司工会各部门也都结合实际谈了工作思
路噎噎

讨论会上不同的声音汇成一个强

大的信念院在目前严峻的形势下袁工会
要与企业尧与职渊员冤工心贴心袁肩并
肩袁同呼吸袁共命运袁同闯难关袁共克时
艰袁引导广大职渊员冤工树立正确的思
想观念袁带领大家积极投入到企业控亏
增利中来遥

公司工会主席纪行在最后的总结
讲话中说院讨论会卓有成效袁各级工会
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采取了许多应对
措施袁值得借鉴和推广袁对明年公司工
会工作的开展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遥
他要求各级工会干部一定要与企业尧与
职渊员冤工坚定地站在一起袁同舟共济袁
共克时艰曰要深入开展劳动竞赛袁与企
业同患难曰要关心职渊员冤工疾苦袁与职
渊员冤工共命运遥 工会工作一定要更加
结合实际袁 一定要沉到一线落实到基
层袁一定要讲求实效遥 在当前困难时期
要关心职渊员冤工袁帮助职渊员冤工解决
困难袁稳定职渊员冤工
队伍遥各级工会干部
要充分认识到形势
的严峻性袁但不能悲
观失望袁要引导广大
职渊员冤工坚定信心袁
众志成城袁 群策群
力袁共渡难关遥

企 业 有 困 难 工 会 怎 么 办
要要要公司工会与企业尧与职渊员冤工同舟共济渡时艰

阴 李建鸣

本报讯 渊实习生 刘 丹 邹 萃冤
为迎接全国第 8个法制宣传日袁12月
4日袁 由上街区司法局主办的上街区
野12窑4冶法制宣传活动在亚星盛世广场
举行遥 中铝郑州企业作为上街区的重
点企业也积极响应袁安排相关人员参
与了此次普法活动遥

在现场袁各个参与单位根据本单
位性质, 以展板和条幅的形式宣传了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曳尧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曳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曳 等法律内
容遥 同时还设立了多个法律服务咨询
台,接受群众有关法律方面的咨询遥

此次活动旨在深入实施野五五普
法冶 规划袁 推进法制宣传教育进机
关尧进乡村尧进社区尧进学校 尧进企
业尧进单位袁提高全民守法护法的法
律意识袁也为建设法制上街营造了浓
厚的氛围遥

上街区举办野12窑4 法制宣传日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