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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办电视节目预告

怨 月 愿 日渊周五冤
员愿押猿园 首播院叶湘铝新
闻曳第 愿猿远 期
圆园院园园 重 播 院 叶 湘 铝
新闻曳第 愿猿远 期
怨 月 怨 日渊周六冤
员员院猿园 重 播 院 叶 湘 铝
新闻曳第 愿猿远 期
员愿院猿园 重 播 院 叶 湘 铝
新闻曳第 愿猿远 期
怨 月 员园 日渊周日冤
员员押猿园 重播院叶湘铝新
闻曳第 愿猿远 期

安全使用液化气
我是湘铝生服公司一名
送气工袁在为居民送气时袁发
现许多家庭为了省一点气袁
多烧一点时间违规使用液化
气袁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袁也
为了全社区居民的安全袁请
各居民用户注意以下几点院
员尧经常检查输气皮管是
否破裂袁接口处是否松动尧漏
气袁减压阀是否拧紧遥
圆尧不烧气时袁一定要关
闭阀门袁 不可只熄火而不关
气阀遥做到先开气后点火袁先
关气后熄火的程序遥
猿尧不准私自给气瓶倒残
液遥
源尧不准将气瓶横卧和倒
置遥
缘尧 不准用热水烫气瓶袁
不准暴晒气瓶遥
远尧 出现气瓶和燃具漏
气尧有故障袁不准私自检修燃
具和气瓶袁 应请专业人士前
来修理遥如出现问题袁湘铝生
服公司液化气发放班的同志
只要您一个电话袁 马上为您
排忧解难袁 且不收任何手工
费用袁服务热线 远8园愿园园园袁谒
诚为您服务遥
渊李海林冤

精神赡养野七个一冶
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怎
样与老人进行情感交流遥 下
面的精神赡养七法袁 既简单
又实用袁不妨一试院
一个收音机院 老人随时
可听音乐尧戏剧尧曲艺袁使老
人心情愉快遥
一台电视机院 既能增强
老人在生活中的乐趣袁 还可
排解孤独感遥
一份报纸院 做儿女的给
有文 化的长 辈 订 上 一份 报
纸袁不但能使老人开阔眼界袁
增大知识袁了解信息袁还能丰
富老人的文化生活和心灵世
界遥
一本书院 书籍可以满足
老人较长时间阅读的需要遥
如果为他们买一本老人保健
知识方法的书袁 则对老人的
身心健康更有帮助遥
一部电话院 电话能加强
老人与子女之间的联系袁特
别是当老人生病时袁 可使老
人及时得到治疗袁 这对老人
是最大的宽慰遥
一次旅游院有条件者袁可
带老人每年外出旅游一次袁
使老人开阔眼界袁热爱生活袁
增进健康遥
一次聚会院 一年内应至
少安排一次和老人的聚会遥
全家团聚袁对老人来说袁可谓
天伦之乐比蜜甜遥
渊杜唯 供稿冤

圆尧猿 版
荫目前袁 干法厂三条线
的平均日产均达到较好水
平袁 各工艺控制和工艺参数
也保持在平稳状态袁 九月份
的生产有望新的突破遥
渊李 萍冤
荫氟化盐厂制盐工段冰
晶石 猿 号收尘塔排气筒内结
壳严重袁影响正常浇灌遥 愿 月
缘 日上午袁 冰四班班长黄勇尧
陈林湘利用停产间隙对塔内
壳块进行清理遥 他们将塔内
壳块装袋袁 结壳处便用橇棍
戳碎袁 然后再装袋袁 运出塔
内遥 两人不顾高温和高空作
业的危险及塔内的酸气袁一
直干了两个多小时才将塔内
壳块清理干净袁 共清除五袋
壳块遥
渊杜 唯冤
荫愿 月 圆愿 日中班袁 新产
品二工段的一台分离机出现
轴断裂袁 需立即处理才能保
证产量的完成遥 调度段继光
立刻叫上值班钳工徐伟清和
周浩宇对轴承座进行更换袁
他们克服天气闷热尧 部件重
量大等困难袁 用了 圆 个小时
终于完成了任务袁 为生产赢
得到宝贵的时间遥 渊周浩宇冤
荫愿 月 圆苑 日白班袁 新产
品开发公司二工段 员 号合成
槽放料考克连接管板手杆
断袁 调度及时通知检修二班
副班长汤为群袁 汤为群赶到
厂里和值班钳工周海拖着电
焊机来到现场袁 经过 员 个小
时的检修袁 放料考克连接管
板手杆抢修好袁 保证生产的
顺利进行遥
渊欧 力冤
荫愿 月下旬袁动力厂综合
工段空压班维修人员在保证
生产尧做好设备维护的同时袁
利用空闲时间袁 清洗了原闲
置的不能使用的进汽尧 排汽
阀遥 在此之前袁他们也曾多次
试着清洗袁 都没有找到好的
方法袁但他们不泄气袁一直坚
持用心摸索袁 功夫不负有心
人袁到 愿 月 猿园 号止袁空压班
维修人员终于找到了窍门和
方法袁清洗好了一套进汽尧排
汽阀袁并且试用效果好袁为厂
部节约了费用遥
穴陈 建冤
荫愿 月 圆怨 日上午袁 动力
厂高压工段和检修工段的相
关人员在公司职工学校进行
了进网作业电工复审考试遥
渊邓存良冤
荫愿 月 圆怨 日袁 气温高达
猿愿 度遥 早上 远 点钟袁火车工段
就接到紧急通知袁 机车出现
故障袁需要马上抢修遥 火车洗
修班立即组织人员赶到厂里
处理遥 上午 怨 点钟袁干法厂氢
铝原料告急袁 储运公司火车
工段在工段长姚本正的带领
下袁 火车调度黄金辉主动请
缨袁协助调车遥 及时对位袁保
证干法生产的正常进行遥 他
们来不及休息一下袁 又把近
苑园 个车 皮 的 原 料车 进 行 翻
勾遥 中午 员圆 点多钟袁大家在
车上匆匆吃了盒饭袁 又投入
到紧张的调车作业任务遥
渊贺卫林冤
荫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
文化生活袁 给职工一个展示
自己的舞台袁 三力公司工会
于 愿 月 圆缘 日晚在 湘铝 娱乐
城舞厅举办了公司首届职工
卡拉 韵运 赛遥在轻松愉快的气
氛中袁员园 名职工登台一展歌
喉袁 向大家献上精心准备的
歌曲袁 经过评委们的认真评
判袁李永平获得第一名袁熊彩
平和钟京英获得第二名遥
渊王 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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