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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07年度班组建设和“五好”科(部)室创
建两项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做法和验收情况
2007年 1月，公司分别召开了班组建设动员

会、“五好”科部室创建动员大会。根据相关会议的
部署：一季度，各单位积极制订、完善本年度班组
建设工作的实施计划和工作目标。相继开展了以
“四查四要”、“五比”竞赛、“三优两满意”等为载体
的“五好”科部室建设活动。二季度，公司班组建设
办公室对各单位一季度班组建设工作的实施情况
进行了检查，并召开班组建设创新、创效的经验交
流会，请铝合金厂、生活服务公司纯净水厂的班组
长在会上做了班组建设的经验交流，请南宁得睿
人力资源培训公司的专家就班组建设的内涵和外
延关系分别对生产型、服务型班组长进行了为期
三天培训，加强一线班组长之间的工作沟通和培
训；六月，公司召开了科（部）室建设推进会，对深
化两级机关作风建设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各部
门、各单位按照科室建设的要求，以创新为主题、
效能为核心、素质为根本，强化机关作风建设，扎
实推进五好科部室活动的组织、实施。三季度，公
司班组建设办公室对上半年建设工作进行总结，
对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抽查，以及复检 2006年
度公司优秀班组、合格班组。达标单位实施绿牌通
过制度；9月，开展了三季度检查，并对检查中所
发现的 18个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四季度，各单
位自行对这两项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并将本单位
确定的“优秀班组”和“五好”科部室名单推荐到公
司，由公司进行复查验收。
复查验收的结果表明：按照公司班组建设的

标准，公司现有的 108个班组经过两年多的建设，
目前达标验收优秀班组 71个，占公司班组总数的
66％；合格以上班组 107个，占公司班组总数的
99％；实现并超额完成了公司班组建设“50、95、
95”的奋斗目标。（即：使 50%以上的班组成为公司
优秀班组、使 95%以上的班组成为合格班组、使
95%以上的班组长成为合格班组长。）
参加创建“五好”科部室活动的单位和部室共

21家二级单位和部室。其中科室（部室）共 99个
全部参加，今年由公司进行检查验收公司级“五
好”科（部）室共 41个。

二、取得成效
（一）班组建设工作主要成效
1.激发了广大员工参与班组建设的活力和热

情。2.提升了班组长的素质和班组管理水平。3.搭
建了员工交流、沟通的平台和渠道。4.培养、锻炼
了一支好的职工队伍。
（二）“五好”科（部）室工作主要成效
1.管理程序更加规范。许多科室将有关的工

作流程、管理制度进行整理、上墙，便于前来办事

的员工了解和监督。同时自找工作差距，提高了工
作效率。

2.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两级机关的管理人
员积极贯彻“四不让”宗旨，确保工作的时效性和
延续性；而且责任感进一步加强，工作热情进一步
提高，进而提高了服务水平。

3.作风形象明显好转。通过开展经常性的考
核，科室成员的自律意识普遍增强。特别是一些科
室推行了“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等制度，不
仅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而且作风形
象有了明显转变。

4.促进了各方面工作。各单位和部室积极贯
彻落实黄总提出的“四查四要”总指导原则，深入
查摆本单位存在的问题，积极进行整改，开展“五
比”竞赛，切实将创建“五好”科部室活动落到了实
处、创出了实效，从而促进了 2007年公司各项工
作的全面完成。

三、主要特色与明显亮点
实业公司以“五小一改”的劳动竞赛活动为载

体，组织财务、供应、销售成本控制服务小组，深入
基层，举办讲座，开展业务培训，有效促进了成本
核算及各项管理工作的开展。各科室积极推行首
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
“四制”，促进了科室管理，改善了科室的外部形
象。

生活服务公司领导亲自挂帅，以联系人制度
和责任分片包干为手段，狠抓落实，工作整体推进
有序。
平果铝医院急诊护理班的五星级护士评比活

动，儿科护理组的“温馨”服务，深得患者的好评。
在“五好”科部室建设活动，把理顺管理程序、提升
管理水平与支部建设、廉洁文化和作风建设有机
结合，开展了“我是党员、欢迎监督”活动，为树立
职工医院新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平果铝宾馆大力推行组员轮值班长制，提升
了每位员工考虑问题和组织管理能力；总结提练
了“六常法”，即“常组织、常整顿、常清洁、常规范、
常自律、常教育”，规范了员工职业行为。

监理公司把创建的主要内容放在考核各科室
服务现场、服务用户的质量上。坚持按季度进行科
室考核和民主测评。

保卫部提出了“工作流程化，行为规范化，办
事程序化，服务优质化”，制定和完善了工作流程
图、办事服务指南和工作文明用语，同时实行四级
检查考评制度，确保创建活动取得成效。

铝合金厂以建设学习型班组为重点，狠抓班
组长素质和职工操作技能培训。生产一班获得自
治区五一劳动奖状。

实业管理部是公司机关各部室中最早出方
案、早实施、早见成效的部室。在创建工作中，做到

了“三个规范”，即：规范工作流程、规范创建措施、
规范定期考核和整改。

财务部从梳理制度、完善各业务口工作流程
入手，对照“四查四要”、“五不让”来检查落实“五
好”科（部）室建设工作；同时将活动和科室民主生
活会结合起来，形成长效机制；坚持每月考核打分
和持续改进。

除上述提到的单位和部室以外，其他单位和
部室也都按照创建方案和要求，扎实推进活动开
展，并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四、几点体会
回顾、总结 2007年公司班组建设和“五好”科

部室建设情况，两项活动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取
得明显成效，主要是得益于以下几点：

一是各级单位领导高度重视、组织有力、部署
周密、措施到位。二是科学制定活动方案，认真组
织实施，切实加强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这是确保
这次创建活动取得实效的关键环节。三是全员参
与是确保这次创建活动取得实效的强大群众力
量。

五、存在不足
（一）2007年班组建设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1.力度减弱。由于加大了科部室的建设力度，

班组建设在整体上比 2006年度力度显得有所减
弱。个别厂队对班组建设的认识不到位，没有长期
把这项工作做下去的思想准备，工作目标和计划
停留在纸上的多、做的少，使班组建设工作持久、
深入的开展下去有一定的阻力。2.根据本班组特
点而制定的、适合班组工作的制度和举措少，特色
也较少。3.个别班组的记录缺项、不规范等现象还
存在。
（二）“五好”科部室创建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
1.认识不足。个别单位认为只要完成了公司

下达的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就达到了创建标准，对
一些软指标不是很在意，使得科室建设抓得不实，
创建创新不够明显。

2.创新意识不强。个别单位或部门没有认识
到创建“五好”科室活动是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的一
个契机，而是被动地参与到创建活动中。在制定考
核标准时，没能很好地结合本单位、本科室的工作
性质和个人岗位差异，而是简单地将公司的评分
标准复印下发，按部就班开展工作。

3.记录不完整，考核不到位。个别单位和部门
的创建工作记录过于简单甚至不全，考核工作不
到位，流于形式。

六、下一步班组建设、科部室建设的总
体要求

全面提升班组管理水平，加大班组建设力度，
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永恒的工作。不管今后

企业的体制如何变化，公司加强企业两级机关建
设的工作绝不会停顿。
因此，今后我们各单位班组建设要深入持久

的不懈开展下去，而管理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我
们应该充分吸收和借鉴五好科（部）室建设活动和
成效和载体，把两项工作做到以生产经营为中心，
以文化建设为引领，以队伍建设为基础，以缺陷管
理为支撑，以制度建设为保证，以严格考核为动
力，不断创新和完善新型班组建设、科部室建设的
工作机制。总体要求：提升境界、创新机制、深化内
容、突显效果。
（一）要提升境界，不断深化对创建工作的认

识。大家要破除抓创建工作无足轻重的思想，牢固
树立抓班组建设、抓科室建设就是抓基础的观念；
破除工作任务重，无力抓创建的思想，牢固树立抓
班组建设、抓科室建设就是抓管理的观念；破除
“形式主义，应付凑付”的思想，牢固树立抓创建工
作就是抓工作落实的观念；破除“急功近利”的思
想，牢固树立常抓不懈、持之以恒的观念，把班组
建设、科室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好，不
断提升班组团队的整体合力。
（二）要创建机制，不断积极探索、完善工作。

我们要注意完善工作运行机制，进一步明确责任；
完善制度落实机制，认真研究探讨制度落实考核
的新方法；完善培训教育机制，加强对职工的培
训；完善班组升级竞赛机制，不断激发广大班组的
团队创造力和战斗力；完善考核奖惩激励机制，调
动职工的积极性。
（三）要深化内容，不断拓展思路、丰富创建工

作。我们要加大力度，在班组长、科长“两个长”队
伍建设上下功夫；要注重多种形式并举，在提升职
工素质上做文章；要积极引导，在班组、科室文化
建设上抓创新；要实行点面结合，在缺陷管理上求
突破；要强化整体推进，在发挥群众组织作用上谋
发展，促进工作的不断深化。
（四）要突显成效，不断加强领导、提升创建质

量。各级领导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新型班组
建设、科部室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创造一个良
好的建设环境；要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全员参与建
设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同时增强班组建设的实效
性和特色性，推动企业的全面发展。
同志们，班组建设和科（部）室建设重在建设，

贵在服务；重在坚持，贵在落实；重在过程，贵在成
效。我们要以高度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奋发
有为、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以求真务实、严肃认
真的工作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活动中去，努
力把两级机关建设成为学习型、规范型、服务型、
创新型、廉洁型机关，把基层班组建设成为能出典
型、能出效益、能出人才、能出精品的一线团队。为
中铝广西企业的发展，为了我们大家美好的明天
而努力工作。

打基础 强素质 促管理 树形象
———平果铝业公司 2007年度班组建设暨“五好”科（部）室工作总结

公司党委副书记 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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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公司表演的音乐剧《新黄世仁
与白毛女》诙谐幽默，令观众捧腹大笑。

茛舞蹈《小城雨巷》，让人感受到了江南风的温柔，雨的缠绵。

▲1月 30日晚，中铝广西企业迎新春篝火晚会在工人文化宫礼堂举行，
图为矿山部的歌伴舞《七月火把节》为欢乐喜庆的气氛推波助澜。

▲跆拳道表演博得观众阵阵掌
声，图为武士跳起踢板的瞬间。

荩1 月 31
日下午 2
点，公司开
展迎奥运
长跑比赛。

茛元月 18日下午，平果铝业
公司举办迎新春汽排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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