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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集团 联办

本报记者 杜 笠

在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岗位
上，广大女职工始终勤奋工作、开拓
创新，为多氟多发展建功立业。3 月 6
日至 8 日，多氟多各分子公司组织女
职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庆三八活动。

多氟多公司

3月6日下午，多氟多公司工会组
织部分女职工在焦作市生态园举办户外
趣味运功会，50 余名女职工在草地上
席地而坐，沐浴着阳光分享自己的幸福
故事。同时，大家还一起做游戏，在游
戏中放飞心情，增强沟通协作、团队配
合的意识。多氟多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为女职工搭建更
多、更好地学习交流平台，展现女职工
风采，开创工作新局面。

白银中天

为了增强广大女职工的工作积极
性和创造性，发扬“团结进取，无私
奉献”的精神，使白银中天女职工能
过一个快乐、温馨而又充实的节日。3
月 8 日上午，白银中天工会组织女职
工举行了三八妇女节包饺子活动。活
动现场，女职工热情高涨、各显身
手，其中不乏包饺子的高手，她们一
边大秀厨艺，一边互相交流，享受着
其中的快乐。白银中天非常重视女职
工的权益和福利，活动的开展体现了
公司文化与人文关怀，增强了团队的
凝聚力。

盈氟金和

3月8日，为进一步激发盈氟金和
女职工爱岗敬业、锐意进取的工作热
情，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盈氟
金和工会组织女职工开展以“展女性风
采，做智慧女性，创美好生活”为主题
的踏青活动。女职工们轻装上阵，徒步
穿越森林公园，大家一路精神抖擞、你追
我赶，最后，还一起做游戏，将活动推向
高潮。此次活动，不仅锻炼了盈氟金和
女职工的身体素质、丰富了业余生活，还
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同时通过调节身心、
陶冶情操，使女职工以充沛的精力和高
昂的斗志，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红星汽车

草长莺飞，伴着融融春意，3月8日下
午，红星汽车工会组织50多名女职工欢聚
一堂，举行“三八妇女节关爱女职工”主题
活动，活动中播放了著名演讲家李强老
师的精彩演讲《家庭幸福是成功的基
石》，演讲主要阐述了家庭幸福的重要性
以及女人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此
次活动，女职工不仅对家庭幸福有了更深
理解，还对自己的地位有了重新认识。

魅力女性展巾帼风采
——多氟多三八妇女节系列活动现场见闻

多氟多行政规划部荣获
“中站区巾帼文明岗”称号

本报讯（记者杜笠）近日，记者从多氟多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多氟多行政规划部荣
获“中站区巾帼文明岗”称号。

该部有 24 人，其中女职工占 65%。该部
紧紧围绕多氟多转型发展需要，按照生产经营
管理目标要求，充分发挥枢纽、管理、服务、
协调、宣传等几大职能作用，推进企业正常秩
序进一步建立，全面贯彻企业文化，增强服务
质量，对外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该部先后参与完成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
等奖1项；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三
等奖2项；国家级重点工程项目验收通过；国
家发改委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专项“年产
2000 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用新型电解质”项
目荣誉申报。连续11年组织开展金秋助学活
动，帮助500名贫困学子走进大学校门；连续
10年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组织承办第
十届ISO/TC226 （国际标准化组织/原铝生产
用原材料技术委员会）全体会议等。该部女职
工在各项工作的开展中，巾帼不让须眉，冲锋
在前，积极参与，彰显了多氟多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的使命担当。

本报记者 杜 笠

她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使原
本一个个枯燥乏味的数据变成跳动的
音符；让一张张单调且繁杂的图表变
成充满活力的乐章。她们用女性特有
的细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财务人
员特有的严谨，为多氟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的发展献出一分力量。她们曾
荣获“2017 年度焦作市巾帼文明岗”
称号。她们就是多氟多财务部的女职
工。

“我们的工作看似是和钱在打交
道，其实烦琐且复杂。”多氟多财务
部部长侯春霞说，“财务部是一支专
业性强且素质高的团队，尤其是女职
工，她们用实际行动架起了多氟多与
社会之间的桥梁。”

近年来，多氟多发展迅速，财务
部的全体员工功不可没。财务部共有
60人，其中女职工44人，而5个注册
会计师中就有4个是女性。她们承担
着财务预算和决算、十几家分子公司
收入及支出的核算与管理、各类票证
管理等工作。她们个个业务精湛、爱
岗敬业，在多氟多财务管理与服务等
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提高业务水平，她们坚持定
期开展业务学习，举办了“财务大讲
堂”“一本书读懂财报”等学习活
动，在多氟多掀起了学财务的热潮，
带动更多不同岗位的同事学财务、懂
财务、会财务，使多氟多在资本运作
上游刃有余。

为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她们创
新工作机制，坚持从细节上抓起，加
强制度管理、预算管理，严格控制成
本费用开支，把财务管理建立在优质
的服务和专业水平上。

为了提高财务服务质量，她们对

待同事和合作伙伴，展现了女性特有
的温柔和包容。她们无论对待什么工
作，都认真准备、缜密部署，注重上
下沟通，有条不紊地组织团队人员圆
满完成。她们还经常与兄弟部门互相
交流、互帮互助，营造了团结互助、
共同提高的良好氛围。高新技术企业
申报、银企对接融资、举办财务大讲
堂活动、参与公司数字化转型并开展
部门信息化建设以及智能报表开发等
重大事项的背后，都有财务部女职工
的牵头和参与。她们用自己的智慧努
力拼搏，立足岗位，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技术，创造新业绩，树立了文明
规范、专业高效的窗口形象。

在财务部，这些铿锵玫瑰大都身
兼数职，她们舍小家为大家，放弃无
数个节假日，认真履行她们的工作格
言：“责任在肩，就要用心当好理财
人！”

唐洁是财务部唯一的CPA，又是

财务部第一个取得 CMA 证书的人，
她善于思考，是财务部电算化向智能
化转型的主要践行者和参与者。“90
后”的李晶晶在工作中，态度严谨，
尽心尽责。此外，还有荣获“焦作市
五一巾帼标兵”称号的侯春霞，获得

“多氟多突出贡献奖”的王蓓、孟庆
梅，荣获“多氟多先进标兵”称号的
曹文超等女职工，在工作中都是一岗
多责，经常加班加点，但大家都丝毫
不减工作热情，始终以一颗挚诚的
心，踏踏实实工作。

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所有的荣誉都离不开辛勤的付出，财
务部全体女职工正是用自己辛勤的汗
水浇灌出“巾帼文明岗”这朵荣誉之
花，展示了新时代多氟多财务人员的
巾帼风采。“成绩已成为过去，我们
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以一流的
服务态度、精湛的业务水平，为多氟
多的发展撑起一片天。”侯春霞说。

铿锵玫瑰绘和谐蓝图

本报记者 张 璐
实习生 张佳楠

“我们科室共有50多人，其中女
职工约占 80%。”3 月 12 日下午，多
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化验室
郭贤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
我们的工作除了创新型的人员之
外，其他大多是进行重复性工作，
所以更需要严谨、认真、细心的女
同志来做。”

记者了解到，多氟多中心化验室
是国家级认可实验室，曾荣获“2017
年度河南省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
该化验室秉承“态度公正，分析科
学，报告及时，服务优质”的工作理
念，主要进行质量检验、新产品新方
法研发、国家及行业标准制修订、国
家标准样品研制和对外检测，要求从
业者严把质量关，为新产品研发做好
支撑服务工作。目前，该化验室有研
究生3人、本科20多人，其中高级工
程师1人、中级工程师十几人，参与
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100多
项。

“我们的工作就像是系扣子，从
一开始就不能错。”郭贤慧严肃地
说，“特别是赶到研发项目试车时，
化验室需要快速准确地给质检科数
据，就像小数点一旦点错了位置，后
面的工作就全部白做了。”

工作上夜以继日，生活上自然
就不能顾全。“试车期间，我连续
加班一个多月，每天早早地把孩子
送到幼儿园，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
站在幼儿园里；晚上去接孩子的时
候，昏黄的灯光下也总是他孤独的
身影……”郭贤慧说。这样的情况
不是只有郭贤慧一人面对，化验室
的很多女性都和她一样，舍小家为

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不能两全的情
况下，只好牺牲家庭投入到工作中。

该化验室主任施秀华，一位集技
术与管理于一身的女性。由于工作需
要，她经常要到外地参加行业标准制
修订工作……

该化验室职工许胜霞，在她孩子
两岁的时候，被派到浙江……

该化验室职工史小洁，被派到甘
肃……

还有该化验室职工堵莎莎，上班
时孩子不到6个月……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化验室
最大的女性 47 岁，最小的只有 25
岁，年龄的悬殊并没有成为她们交流
的障碍，工作中的默契让她们看起来
更像母女、姐妹。本着克服一切困难
的决心，该化验室逐渐形成了“传帮
带，一对一”的互助形式，帮助新职

工尽快熟悉业务，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推动工作进程。

该化验室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交
流会，让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心得，
每个人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受益，不
断增强团队凝聚力。

在整个团队的齐心协力下，该化
验室出色完成领导下派的任务，加强
新产品、新方法的研制，并且对之前
的分析方法不断改进，争取更多的机
会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修
订。目前，冰晶石、氟化铝的X荧光
分析法被推荐为ISO国际标准，引领
了氟化盐分析的一次变革。这些成绩
的取得，充分展示了多氟多中心化验
室“铁娘子”的实力。

“我们巾帼不让须眉，用严谨的
态度、精湛的技术，为多氟多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施秀华说。

化验室里的“铁娘子”

多氟多建厂三十年
有奖征文启事

2019年，多氟多在砥砺奋进中迎来了
建厂30年，多氟多的成功离不开焦作人民
的关心和支持。焦作人民与多氟多共同成
长的经历，一定会感动更多的人。请您用独
特的视角，将多氟多的故事讲给大家听。题
材不限，字数不低于 1000 字，发稿截止日
期2019年6月30日。邮箱：duofuduo@dfd-
chem.com、2577088219@qq.com。

逐梦新时代逐梦新时代 巾帼绽芳华巾帼绽芳华
致敬多氟多这些奋斗中的女性，聆听花开的故事……

做游戏。 李绪苗 摄

多氟多财务部荣获“2017年度焦作市巾帼文明岗”称号。 董少华 摄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样品测试。 本报记者 张 璐 摄

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杜 笠 摄

包饺子。 李绪苗 摄听演讲。 董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