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 铝 报

第圆版

圆园园苑 年 远 月 圆圆 日

供销党支部

组 织 红 色 之 旅
本报讯 渊王新阳冤 为庆祝建党 愿远 周年袁远
月 员缘 日至 员远 日袁供销党支部组织该支部的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共 圆缘 名同志前往浏阳
参观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尧胡耀邦同志故
居袁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袁重温入党誓
词遥 首先袁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野全国
要 文家市秋收起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冶要要
义纪念馆袁在秋收起义纪念馆内袁大家为革
命烈士的英勇事迹所深深打动遥 参观活动结
束后袁在秋收起义纪念馆大厅党员们在党支
部书记张亚红的带领下重温了入党誓词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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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面向党旗袁举起右手袁庄严地许下自己的
诺言遥 随后袁他们参观了胡耀邦同志故居袁在
胡耀邦同志故居袁 他们聆听着讲解员的讲
解袁追忆胡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辉历程遥 通过
这次参观学习活动袁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受
到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党
性教育遥 党员们纷纷表示要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袁牢记党的宗旨袁树立党员的形象袁履行
自己的职责袁为公司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图为在党旗下庄严承
荫政 工 动 态
诺场景遥

早几天有病友反映职工医院的诺和灵 猿园砸 太贵袁询问职工医院
的药价是怎样框定的尧采购渠道及与药品超市比较等问题遥
职工医院就这位病友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院
职工医院比较了一下周边医院的价格袁诺和诺德渊美国冤公司生
产的诺和灵 猿园砸袁湘乡人民医院售价为 苑员援缘 元袁周边有医院售价为
苑猿援缘 元袁国家的正规零售价是 苑猿援缘 元袁而我院的售价只有 远缘 元遥
国家物价局规定医院药品利润率为 员缘豫袁 最高售价不超过国家
的正规零售价袁我院诺和灵的利润率远远低于 员缘豫遥 而且我院的药品
采购模式是比照三家公司袁 同厂家同质量的前提下选择最低价格的
公司进购袁进购渠道正规袁质量保证袁价格完全控制在最低范围遥
现在药价总有浮动袁职工医院有些药品库存少袁只能根据药品
进价的涨跌来调整售价袁但绝不是随心所欲袁任意调价遥 我院会严
格按国家政策规定和市场规律办事遥
有病友将我院药价与药品超市比较袁认为我院药价贵袁从表面
上来看袁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遥 但药品超市与医院的经营模式是有区
别的袁超市的很多药品是厂家直接供货袁他们做的是量袁吃的是厂
家的返点袁医院是不可能采用这种经营模式袁况且职工医院有正规
的医师坐诊袁指导临床用药袁不是光卖药袁而是诊治病人遥
另外有些医院渊比如湘乡人民医院冤把大家最熟悉的一些口服
药的价格降到零利润袁甚至亏本袁这是一种经营策略袁我院暂时还
不具备这种实力遥 但我们的药品有很多品种与周边医院比都是便
宜的遥 如头饱呋辛注 员早 的价格熏我院是 员愿 元袁周边医院是 圆猿援缘 元曰
通心络胶囊的价格我院是 圆缘 元 辕 盒袁周边医院是 圆愿 元 辕 盒曰万爽力
的价格我院是 缘缘 元袁 周边医院是 缘愿援远 元曰 碧洁的价格我院是 员源
元袁其他诊所都是 员缘 元等等遥 我院的宗旨是尽量降低采购成本袁把
这部分从供应商那里争取得到的利润返回到病友身上遥 像诺和灵
猿园砸 就是一个例子袁我们并没有仿照其他医院的定价袁而是参照了
超市的价格袁采取一个折中的价格遥 只是目前医院的业务量较少袁
资金比较困难袁又不象地方医院有政府的帮扶袁公司也没有给医院
任何资金袁很多方面还不能迅速一步到位遥 但我们会不断努力袁不
断完善袁请各位病友继续给予我们支持和理解遥
渊职工医院冤

劳 动 榜 样
荀唐 得

野雷打不动冶的班会
荀芳 心

野本月我班的工作重点是继续按要求搞好现场管理袁认真搞好出口产品的
发运袁同时袁加强对改革改制有关文件和精神的学习袁确保仓储系统的稳定
噎噎冶这是储运公司仓储工段原料成品班班长周民杰在 远 月份班务会上的讲
话遥接着袁班里就班组建设尧安全制度的执行尧甚至公用自行车的管理等等袁都
展开了热烈讨论遥 原料成品班一直以来有一个较好的传统袁就是每月一到两
次野雷打不动冶的班会袁已形成了一种自觉的习惯遥 大家的讨论发言都记在一
个本子上袁并签上实名遥
储运公司原料成品班承担了原料管理尧成品发放尧行车吊运三大任务袁尤
其是野一条龙服务冶袁加班加点的时间多遥 在一天的时间里袁忙碌起来袁很少有
时间集中在一块交流和学习遥 于是袁就硬性规定每月至少有一次这样聚在一
块的学习遥可以传达上级精神袁可以集中学习相关制度袁还可以共同解决工作
中的难题袁甚至对班组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遥
今年以来袁原料成品班创新了学习的形式袁除班组长总结和布置当月的
生产任务外袁还要求班员落实民主管理制度袁变野一言堂冶为野众言堂冶袁纷纷发
表自己在工作中的想法遥 因此袁该班民主管理气氛浓烈袁团结协作意识较强袁
虽然是一个近 圆园 人的大班组袁但没有发生不团结的事情袁在 圆园园远 年评为先
进班组的基础上袁今年五一前夕又被评为野模范职工小家冶遥 他们坚持定时间
学习的作法袁也被储运公司向全公司倡议袁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借鉴遥一是实行
这种班务会袁工作任务尧安全尧质量尧现场管理等各种情况袁班组员工每人心里
都有一本帐遥就会主动地去想
问题袁去干事情遥 二是融洽了
班员之间的感情袁由于工作时
候很难碰在一块袁交流交心的
机会缺少袁 难免不发生误解遥
坐在一起面对面袁不清楚的事
情也讲得清遥三是形成良好的
学习氛围遥 在企业改制中袁难
免因认识不到位尧考虑的角度
不一袁 产生一些模糊的想法遥
荀方 舟
针对这一情况袁原料成品班召
开专题班会袁又邀请了职工代
表及领导到会袁 宣讲政策袁释
黎明前的黑夜
疑解惑袁最终把大家的思想统
遮盖不住喷薄将出的旭日
一了袁没有因为企业改革改制
分娩前的躁动
影响正常的工作遥
瓦解不了母亲

史实证实了劳动者创
造历史遥创造湘氟公司的金
字塔袁也一定是占职工绝大
多数的普通劳动者遥他们不
仅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袁同样
是企业改革改制的中坚力
量遥因为他们是企业最重要
的利益相关者袁他们为企业
进行了长期的人力资本投
资袁 奉献了青春和毕生精
力袁 承担了相关的投资风
险袁他们同样是企业的野 投
资者冶袁参与企业治理袁改革
改制的热情和积极性袁一点
儿也不比其他投资者差遥那
荫班 组 天地
种认为野企业做大做强主要
得益于经营者的决策英明袁
管理有方袁没有一线工人什么事儿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遥 一
线工人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和权利理所当然的要得到充分发
挥和重视遥湖南十大经济杰出人物袁湖南永通汽车公司董事长
蒋宗平的一席话发人深省院野很多厂商都要求用户第一袁
对这一点我不认同袁我的理念是员工第一袁用户第二袁员 荫
工永远是第一位的遥 冶在他的价值观和信念里袁就是以人 改
革
为本袁关爱员工遥 他坚信把员工利益放在第一位袁尊重他 改
们所做的每一份成绩遥
制
据一项针对中国内地 圆远源怨 个企业和雇主用工状况 政
的最新调查显示院技术人员尧工人尧销售代表位列最紧缺 策
宣
人才前三位遥中国技术工人中初级工所占比例超过 远园豫袁 讲
中级工比例为 猿缘豫袁高级工比例不足 缘豫遥 与发达国家的 与
情况正好相反遥 在野技工荒冶的当今袁熟练工尧中高级技工 宣
成了野香饽饽冶遥 所以袁只要你有一技之长袁在生产工作中 传
专
兢兢业业袁勤勤恳恳袁像本文提到的诸多劳动榜样那样去 栏
做袁在改革改制中担心会被企业解雇的顾虑袁是没有根据
的野杞人自忧冶袁而且在人才流动的市场经济海洋里袁能够
野游刃有余冶袁达到野知彼知己冶野百战不殆冶遥

要企业改制感言
要要

对诞生新生命的渴望
纵然路漫漫
用毅力去丈量
纵然路坎坷
用信心去铺平
搏击万里长空
战胜风云变幻
以一种勇敢
掘进
历史的深度
敞开胸怀
迎迓
我们美丽的未来
阵痛
只是一次试飞

现正是荔枝成熟上市的
旺季袁 中医有野 一枚荔 枝三
把火冶 的说法袁 患有慢 性扁
桃体炎和咽喉炎的人袁多吃
荔枝会加重野虚火冶袁荔枝具
有降血糖的药理作用袁大量
进食可引起低血糖袁轻者头
晕恶心 袁疲乏无 力袁腹 痛腹
泻袁重者嗜睡昏迷袁抽搐袁心
律不齐 袁血压下 降袁甚 至危
及生命遥
现提醒大家院可以把新
鲜荔枝连皮浸入淡盐水中袁
再放入冰柜里冰冻后食用袁
这样不仅不会上火袁还能解
滞袁更可增加食欲遥
渊李红林 摘冤

家教切忽使用野十把刀冶
中国家长身上藏着十把
刀袁有些家长在不知不觉中
使用过十把刀袁使孩子天生
纯真的 品质一 步步受 到伤
害遥
第一刀院 砍去民主袁种
下家长专制的种子遥 这种行
为砍去 孩子脑 子的民 主意
识袁让他们觉得强权就能战
胜一切曰第二刀院砍去爱心袁
种下自私的种子曰 第三刀院
砍去 诚实袁 种 下说谎 的种
子曰第四刀院砍去冒险袁种下
平庸的 种子曰第 五刀院 砍去
守纪袁 种下违法的种子曰第
六刀院 砍去善良 袁种下 恶行
的种子曰第七刀院砍去自然袁
种下破坏的种子曰 第八刀院
砍去 判断袁 种 下机械 的种
子曰第九刀院砍去欣赏袁种下
嫉妒的 种子曰第 十刀院 砍去
竞争袁种下仇恨的种子遥 家
长该好好反思了遥
渊周浩宇 辑冤

婚育新婚野十个优冶主张
优识院 让我们的青年首
先在精 神上尧思 想上尧 认识
上做一个合格的父母曰
优体院让我们的青年在
身体上 为做健 康的父 母奠
定基础曰
优恋院依据自己的主客
观条 件袁 去寻 找最好 的配
偶曰
优婚院同自己找到合格
人选结合袁实施人类生产工
程曰
优孕院选择最佳时机受
孕并让母亲尧胎儿得到最好
的养护曰
优 娩院让 母亲尧 胎 儿得
到最安全合理的生产曰
优养院让孩子获得一个
最强壮的身体曰
优育院让孩子获得最完
美的精神曰
优教院让孩子获得最卓
越的智慧曰
优境院让孩子得到最和
谐尧最幸福的成长遥
渊谭慧华 供稿冤

动力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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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识考试出新招 安全生产月宣传专版

本报讯渊葵香 陈建冤为了真正让职工掌握
的安全生产知识袁远 月 圆园 日至 圆猿 日袁 动力厂
组织全厂职工在职工学校进行了安全考试遥 这
次考试与往年相比有三点不同袁一是全部采用
闭卷方式进行袁 改变了以往开卷考试的方式袁
更能考出真本事袁高水平遥 二是大致分工种进
行考试袁全厂按工种印发了三套试卷袁改变了
过去全厂所有人员都是同一套试卷的大一统
的模式曰使考试更有针对性遥 三是改以前在岗

位上考试为在职工学校统一进行袁倒班岗位的
人员要轮班去考试曰便于集中管理尧比较优劣遥
也正因为这些不同袁今年的安全知识考试将会
彻底改变往年全厂答卷一模一样的局面袁形成
风格各异的答卷袁这样有便于厂部在考试结束
后对答卷进行评定袁并根据不同的等级给予不
同的奖励袁同时也让职工受到一次实实在在的
安全教育遥

新产品公司

消防应急演练
本报讯渊成玲冤远 月 员缘 日下午袁老锂盐爆破厂房地坪人头攒动袁有的提灭火器袁有的堆柴袁有
的往柴堆里淋油噎噎大家忙着做准备熏新产品公司一场消防灭火应急演练即将在这里举行遥
一切准备就绪袁在公司经理彭颂生的指令下袁消防灭火应急演练正式开始遥 此
次演练的是某日零点班袁 新产品公司某塑料编制袋堆放仓库意外失火袁 且火势较
大遥 一名生产工发现此情况后袁立即拔打火警电话野员员怨冶袁同时通知电工断电袁并立
即报告当班调度袁当班调度快速报告安全生产部尧公司领导和安全员袁相关人员火
速赶到事故现场袁 并成立临时现场指挥中心袁 根据现场事态发展袁 拨打 野员圆园冶和
野员员园冶请求紧急救援遥
演练在老锂盐爆破厂房地坪烧起了四堆柴火袁 组建的四个灭火小组进行模拟
灭火演习袁每支代表队由四名成员组成袁从距火源 员园园皂 处袁采取背负或手提灭火
器接力的方式进行紧急灭火袁 最后一名成员对火源进行扑灭遥 队员们个个争先恐
后袁灭火的同志则动作迅速又熟练袁仅在二十几秒内便全部完成了灭火任务袁演练
取得了圆满成功遥
右图为演练场景遥
荫远 月 员源 日下午袁随着一声野点火冶
令下袁在质保部外垃圾场空地上燃起了
熊熊火焰袁炙热的气息直扑向在场的每
个人袁只见有人提着灭火器冲上去熟练
地用灭火器在短时间内把熊熊大火扑
灭遥 这是质保部在为响应公司野安全生
产月冶活动袁精心组织的一次消防演习
活动遥 首先由保卫部消防安全干事李文
胜进行现场讲解和演示袁主要内容为消
防安全的技巧尧灭火器的使用和如何灭
火袁 然后由在场的职工进行现场练习遥
渊郭志远冤
荫动力厂电气检修工段积极参加安
全生产月活动袁 制订并落实了一系列具
体的安全生产管理措施遥一尧组织工段各
班组及时的进行安全教育活动袁 通过开
展事故案例教育袁 防止事故特别是类似
事故的发生遥 二尧 针对各班组的具体情
况袁重点加强了各岗位安全事故的能力袁
例如袁触电解救实际操作和防电措施袁对
较危险岗位制订突发事故应急措施遥三尧
定期组织对各工段进行安全检查袁 加强
事故隐患整改的力度袁 尤其是那些深层
次的事故隐患袁及时纠查遥
渊刘 娟冤
荫远 月 员远 日袁 银鑫公司起重工和电
焊工们对动力厂煤气站 苑 号洗涤塔进行
吊卸遥 煤气工段副工段长张光辉带领值
班煤防工对其进行监护遥 为了不使气割
产生的高温影响 苑 号洗涤出口阀门的密
封环袁造成总管煤气泄漏袁张光辉要求电
焊工在气割时对作业点同时冷却处理遥
个别人开始怕麻烦未按要求进行作业袁
张光辉发现情况袁果断制止作业袁并向他
讲清其冷却的道理袁 后来他们严格按规
定的要求进行工作袁 把安全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袁苑 号洗涤塔的吊卸也顺利地
完成遥
渊向春阳冤

荫新产品二工段把举报尧 整改
安全隐患袁当作野安全生产月冶的一
项重点工作遥 远 月 员源 日袁该工段的
正尧副工段长参加了各班组以野 自
查安全隐患冶 为主题的安全学习遥
通过认真听取一线员工举报的安
全隐患袁当场解决了野 过滤平台护
栏腐蚀严重冶和野吊装料口的安全
维护冶问题袁并对员工的一些习惯
性违章现象提出了意见曰整改了安
全学习中的弄虚作假现象袁对举报隐患的有
功人员袁工段给予了奖励遥
渊勤 岭冤
荫远 月份是全国安全生产月袁提到安全袁
大家脑海里都会出现那一幕幕惨 痛的画
面袁都是由于安全意识淡薄袁我行我素才造
成事故的发生遥 为了提高安全意识袁新产品
开发公司一工段二班在班长刘文尧 副班长
魏志刚的带领下袁坚持班前会袁对安全进行
讲述袁并且结合现场的工作环境袁要求全班
职工必须穿戴好劳保用品袁 严格执行好各
种规章制度袁对上下吊装要进行监护袁并且
要求全班职工相互提醒袁相互协作遥 时刻把
安全记在心中袁使大家能高高兴兴上班袁平
平安安下班遥
渊刘 文冤
荫为 提高仓 库保管 员的消防 安全意
识袁掌握消防安全知识袁远 月 员缘 日上午袁储
运公司仓储工段举办了一期消防安全知
识培训遥 保卫武装部消防安全干事李文胜
进行了授课遥 他具体地讲解了防火知识袁
如何打报警电话和仓库防火的主要措施遥
最后袁 还对听课的 源园 余人进行了现场考
试遥
渊王湘玲冤

本报讯渊孔卫平冤公司野十一万冶变电站
是我公司供电系统的中枢袁其运行可靠性
要求非常高袁但由于大部分设备处于粉尘
及酸雾污染的露天环境中袁电气设备的电
瓷表面受到固体尧液体及气体的侵蚀形成
污垢袁在遇到雾尧露和毛毛雨等作用时袁使
污垢层电导增大袁 泄漏电流增加袁产生局
部放电形成污闪袁严重影响电力系统的安
全运行袁往往造成大面积停电遥 今年 圆 月
圆缘 日全公司停电就是由于污闪引起的遥
为了控制及避免污闪发生袁机动部和
动力厂的主管电气技术人员及主管领导
多次共同分析和研讨袁结合国内外的先进
经验袁决定在变电站设备的瓷瓶上采用硅
橡胶增爬裙和 砸栽灾 涂料遥 从 缘 月份开始
逐步实施袁已完成四组高压断路器尧十组
隔离开关尧 四组 孕栽尧悦栽 瓷瓶的增爬措施袁
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袁效果较好遥

要避免安全事故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于发现的
心袁从未遂事故中受到教益尧得到启迪袁从而有效地
改善生产环境袁消除隐患遥
萦绕我记忆中袁曾有惊险的一幕袁那是一位送硫
酸的外地汽车司机袁 恰好从车上跳下来准备通知我
们卸酸时袁突然袁在距他三米远的正前方袁一股硫酸
喷涌而出袁溅得满地都是袁汽车司机吓得脸煞白袁好
险浴 倘若他噎噎不堪设想袁万幸是他没有在野射程冶
内遥 问题在哪里袁仔细一瞧袁我们这才发现是外泵垫
子爆炸惹的祸遥
从外泵垫子爆炸中袁我们看到了潜在的危险袁也
获得了启迪袁班长张四清尧副班长兼安全员曾明立即
行动起来袁从厂部安全员那里领来安全防护罩袁将钳
工处理好后的外泵垫子包裹得严严实实袁 并由此及
彼袁 将泵房里卸酸泵及送酸泵出口垫子一一进行了
认真包裹处理遥以后袁用防护罩包裹泵出口垫子变成
了一项制度认真执行起来遥有时袁钳工检修泵忘了上
防护罩袁我们事后总要细细地包裹起来袁为安全生产
上一道保险袁为自己上一道保险遥

话
安

安全生产袁企业之魂遥
同创和谐袁共享平安遥
渊周浩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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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不管什么时代袁劳动者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遥 但在今天袁
更值得尊敬的袁 还应该是那些不仅贡献汗水还贡献智慧的
人遥 冶这是对野圆园园远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冶蓝领专家孔祥瑞的颁
奖词遥
湘氟公司也不乏感动我们的野蓝领专家冶遥叶湘铝报曳曾连续
报导过他们的铮铮业绩遥公司的劳动模范和模范党员其先进事
迹经媒体宣传后已家喻户晓遥还有院勤于思考袁大胆创新的新产
品公司一工段副工段长周长丰袁 多项合理化建议破解生产难
题袁节支增收袁效益炳然曰普通工人陈燕军袁历经 员远 春秋袁自强
不息袁不断探索新技术袁成长为氟化盐高级操作工袁贡献斐然曰
立足岗位袁自学成才的朱宁袁工作起来像野拼命三郎冶袁钻研技术
像野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冶袁一名普通外线电工袁竟拿到了多项高
级技术尧知识证书曰还有荣获湘潭市技术创新能手称号的张敬
先等等袁他们在普通生产工作岗位上闪闪发光袁熠熠生辉遥为创
建科技创新型企业立下汗马功劳遥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劳
动榜样遥正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他们那样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
信和自豪袁有具体的职业理想目标袁讲求职业道德尧良心和信
誉袁对职业技能精益求精袁不断创新袁在前进道路上披荆斩棘袁
攻无不克的普通劳动者袁才会有我们辉煌的今天袁才造就一个
成功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命力遥
圆园园猿 年袁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一个结论院金字塔是
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袁而并非古希
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叶历史曳中所描述的野金字塔是由奴隶
所建造冶遥 同样的推断袁早在 员缘远园 年就已得出袁当时一名瑞士
钟表匠在游历金字塔时袁以自己曾被囚禁状态下制造钟表的
经历悟出院金字塔被建造得那么精细袁建造者必定是一批虔
诚的怀有敬业之心的自由职业人遥 源源园 年以后袁考古终于证实
了这位钟表匠的直感遥

原料成品班

湘 铝 报

圆园园苑 年 远 月 圆圆 日
荫远 月 员愿 日下午袁 机关
二支部 召开了 入党积 极分
子座谈会遥 首先袁机二党支
部负责 人傅向 荣组织 大家
重新学习了党的根本性质袁
党员的 基本要 求及党 的宗
旨等党的知识袁让大家对中
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遥
接着袁 大家畅所 欲言袁 纷纷
表达自己的心声袁心中有个
最坚定的信念院努力干好本
职工 作袁 接受 党组织 的考
验袁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遥
渊李 玲冤

雪
城

说安全道安全袁
人人重视才安全遥
一人安全保一点袁
人人安全保一片遥
安全月里讲安全袁
只是安全一阶段遥
安全工作长而远袁
长期绷紧安全弦遥
上上下下齐动员袁
齐心协力保安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