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学院院长 陈跃敏

建设公司 圆园园苑年发展思路和目标是院
以市场为导向尧效益为中心尧改革创新为动
力尧企业战略转型为重点袁围绕建筑安装和

冶金设备制造两大主业袁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袁积极向海外市场延伸袁逐步形成
两个市场平衡发展的产业格局曰要进一步科学尧合理地理顺组织管理架构袁明确职能
定位曰深化成本管理袁全面提高企业的赢利水平袁力争全年生产经营和整体效益再上
一个新台阶袁确保实现市场开发量 猿援缘亿元以上袁设备和人身伤害事故为 园遥

圆园园苑 年建设公司党委的工作思路
是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袁以生产经营
为中心袁 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尧组

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袁实现企业生存尧发展尧和谐尧稳定遥 具体说来袁要按照
野四好冶班子的要求袁抓班子袁树形象袁谋发展袁促和谐曰要加强学习袁提高素质曰要深入
开展野三比一创冶尧野特色党支部冶尧野党员先锋岗冶活动曰要坚持以人为本袁构建和谐企
业曰要倡导廉洁文化袁促进廉洁从业遥

圆园园苑年袁水泥厂要抓住水泥行业关小上大尧
行业整合的有利时机袁力争在 圆耀猿年内使产品产
量由目前的 缘园万吨扩充到 愿园万吨左右袁增强企

业的抗风险能力遥一是要做好主业袁发展主业袁力争完成 远园万吨水泥曰二是要拓展产
业链袁围绕粉煤灰尧赤泥尧氧化铝作为发展点袁发展循环经济袁减少污染排放曰三是要
进一步扩大周边市场袁巩固品牌优势袁扩充产品品种袁满足不同市场要求遥

圆园园苑年袁 水泥厂党委要努力培育具
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曰 要开展形势任务教
育袁统一干部思想曰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袁

以党建促发展曰要以提高执行力为重点袁培养党政干部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曰要继续
开展野四好冶班子建设袁提高班子的科学预测和科学决策能力尧经营管理能力和协调
沟通能力曰要以创建和谐班组尧和谐车间为切入点袁努力构建和谐企业袁形成人人参
与尧共同创建的局面曰坚持以人为本袁关心职工尧理解职工尧尊重职工袁保护好职工的
积极性曰要落实惩防体系实施纲要袁推进廉洁文化野三进冶活动遥

圆园园苑年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工作院一尧认真
做好后勤市场化改革袁 将改革办

成广大职工都支持的好事袁实现企业和职工利益的双赢曰二尧加大投入袁增强幼儿园
经营实力袁推动教育产业发展曰三尧进一步加大生活区水电计量改造力度袁提高电费
收缴率曰四尧积极探索旧区改造的新途径袁做好安置工作曰五尧组建暖气供应公司袁实
现上街区集中供暖遥

圆园园苑年袁要认真落实
党建工作责任制袁 抓好基
层党组织的建设袁 发挥其

战斗堡垒作用曰要加强班子建设袁发挥团结带动作用曰要积极创新党建工作袁抓好创
建野特色党支部冶尧野党员先锋岗冶活动的开展曰要大力构建和谐企业袁把和谐引入管
理尧引入创收服务袁创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曰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袁积极倡导廉洁从业遥

总医院 圆园园苑年的工作思路是院一尧进
一步深化管理改革袁 加强绩效考核管理曰
二尧建立健全吸引尧留住科技人才的激励

机制袁完善特殊津贴奖励办法曰三尧加强科研管理袁强化科技兴院意识袁加大科技投
入曰四尧强化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管理曰五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袁改善住院条件曰六尧按
照长城铝统一部署袁积极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曰七尧强化服务观念袁加强医德
医风建设袁深入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遥

圆园园苑年袁总医院党委要重点做
好以下工作院一尧围绕医疗中心工
作袁开展野四好冶班子创建活动曰二尧

夯实基层组织建设袁扩大野特色党支部冶尧野党员先锋岗冶创建覆盖面曰三尧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袁切实维护总医院稳定的大局曰四尧加强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袁为总医院
发展保驾护航曰五尧充分发挥工会尧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遥

圆园园苑年的主要工作思路是院争取完成
缘援员万平方米工业厂房的建设曰 争取 猿万
平方米经济适用房的开工建设袁缓解职工

住房困难曰利用广冶锡行业优势袁争取一批中铝科技基金项目袁为以后发展做好技术
准备曰调整驻厂承租单位租金袁提高创收水平曰持续加强内部管理袁节支降耗袁最大限
度做好节流工作曰树立新型服务企业的管理理念袁逐步完成从生产型企业向服务型
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遥

圆园园苑年的经营目标是曰 完成利润指标
员圆园万元袁力争实现 员远园 万元曰产品销售率
和货款回收率达到 员园园豫袁 确保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遥多品种的生产经营要继续坚持开发高端产品曰在编织袋生产上袁要继续加大
投入袁并通过完善生产环节袁增加产能袁降低生产成本曰在氟化盐的经营上袁要加强生
产管理袁改进生产工艺袁降低生产成本曰在开展多种经营上袁要继续开拓第三产业市
场曰在管理上袁要按照野三大体系冶的标准不断夯实基础管理袁提升管理水平遥

圆园园苑年的工作思路是院夯实基础管理袁深化
二次创业曰调整产业布局袁盘盈现有资产曰继续
消化潜亏袁实现扭亏增盈遥 具体说来袁要落实定
编定员定岗方案袁 用发展的办法妥善安置富余

职工曰要细化尧完善绩效考核方案曰要充分论证赤壁再扩建的可行性袁力争使其产

能达到 员园 万吨曰要加大技改投入袁提高产品竞争力曰力争使树脂
厂重新启动袁或转产选矿药剂曰要做好现有的建安尧油品的关联业
务袁加大业务量遥

圆园园苑 年开发
总公司的工作重
点是院继续做好企
业稳定工作曰进一

步探索集体企业改革改制的新途径袁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曰整合建
安企业袁提升其市场竞争力曰创新人力资源管理袁进一步做好停产企
业人员再就业工作曰进一步提高法律意识袁以法经营企业曰紧抓市场
机遇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袁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曰加大职工培训力
度曰大力创建和谐企业遥

圆园园苑 年袁
开发总公司
党建工作的
总体思路是院

围绕构建和谐集体企业这个中心袁健全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袁健全
党员联系群众工作制度袁突出领导班子建设尧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
建设尧党员队伍建设三个工作重点袁力争在加快企业发展尧推动集体
企业改革进程上取得新进步袁在提高党支部创新力尧凝聚力和战斗
力上取得新进步袁在提高党员素质尧发挥党员作用上取得新进步袁在
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尧稳定职工队伍上取得新进步遥

圆园园苑年袁
新长城房地
产销售收入
要达到 缘 亿

元遥 发展思路是院实施高质量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袁多种方式增强土
地尧资金等战略资源的获取能力袁持续推进品牌建设袁提高客户的满
意度尧忠诚度袁提升品牌价值曰全面深入建设两个野梦工厂冶袁提升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合适成本高速度的差异化竞争能力袁建设有生命
力的企业文化袁延长产业链条袁实现新长城房地产 圆园园苑年以及未来
猿至 缘年的快速健康发展遥

圆园园苑 年的
经营管理目标
是院努力提高客
房销售指数曰打

造饭店隐形服务袁以创新尧创造尧求变来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曰以一
对一定质服务为主的营销模式开拓市场曰适应市场变化袁将二尧八定
律充分运用于工作当中曰全力提高企业服务质量及产品质量曰强化
与郑州新房地产公司的一体化运作模式袁实现企业双赢遥

圆园园苑 年袁 公司将
强力推动 野一二三冶战
略总纲的实施遥野一冶是
指一个中心袁 做中铝

野宝信冶曰野二冶是指坚持信息化与自动化两大产业袁开拓中铝公司内
部和外部两大市场袁 挖掘利用中铝公司与河南省政府两大政治资
源袁撬动经济快速发展曰野三冶是指巩固野中国铝业冶尧野山西阳煤冶尧野山
东华宇冶三大核心利润地遥此外袁还要继续推进野人力资本战略尧技术
战略尧联盟战略尧品牌战略尧文化战略尧陨栽战略冶袁确保公司全年战略
目标的实现遥

圆园园苑年袁化学工业公司的方针目标是院超细产量一万吨袁利润实现超千万袁和
谐向上树新风袁严谨管理争效益遥 工作思路是院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办企业的经营理
念袁以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为原动力袁以成本管理尧节能降耗为重点袁严把质量
关袁创最佳经济效益袁实现安全文明清洁生产袁最终实现企业尧职工多赢的经营目
标遥

圆园园苑年的发展
思路是院 继续坚持
野服务于社会尧服务

于客户冶的宗旨袁以野机制创新尧管理创新尧技术创新冶为动力袁进一步解放思想袁深化经
营活动的分析袁加快各项业务的发展袁大幅度提高市场占有份额袁全面完成各项经济
效益指标遥 在电话业务上袁继续重点发展办公电话用户袁确保与铁通公司保持良好的
合作关系曰在宽带业务上袁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袁通过与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合作袁逐
步扩大家属区宽带业务市场遥

圆园园苑年的工作重点是院以创新
经营为主线袁 以创新作为经营与管
理工作的推动力袁 不断提高营利能

力曰要建立银都部门联合机制袁采取灵活多样的营销手段解决内部问题曰要提升服务
质量袁创星级品牌曰要加强内部管理袁提升管理水平和员工队伍素质曰要加强安全尧消
防尧食品卫生尧防盗工作袁注重细节袁不断改进和提高工作成效遥 同时袁要努力争取员
工收入在 圆园园远年的基础上有所增加遥

圆园园苑年保卫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院继续深入
贯彻落实叶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曳袁
坚持野预防为主尧单位负责尧突出重点尧保障安
全冶的方针袁围绕中铝郑州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开展各项安全保卫工作袁不断增强对辖区的治
安控制能力和各单位的自防能力袁创造企业内
部安全尧稳定的治安环境袁确保企业发展和生
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遥 围绕这个指导思想袁
要加强队伍建设袁加强基础工作袁提高优质服
务能力袁提高治安防范能力遥

圆园园苑年要着重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院 一尧
做好离退休人员尧 内退职工队伍的稳定工作曰
二尧 提高职工素质袁 完成年度职工培训工作曰
三尧向广大离退休人员尧内退职工做好后勤服
务系统改革和医疗改革的宣传尧 解释工作袁确
保老同志队伍的稳定曰四尧积极组织开展适合
中老年人特点的体育项目比赛袁 举办教练员尧

裁判员培训班袁积极参加省尧市举办的中老年体育项目比赛和培训袁通过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遥

圆园园苑年袁离退休管理中心
党委的工作方针是院重思想抓
教育袁聚人心带队伍袁送温暖
构和谐遥 要以野构建和谐中铝

郑州企业冶为主线袁以中心党委班子成员和支部书记为重点袁加强理论学习袁不断提
升管理水平曰以野老年大学尧老年艺术团尧老年体协冶为平台袁广泛开展适合老同志身
心健康的文体活动遥此外袁要深入开展野三比一创冶和特色党支部创建活动袁积极开展
调研活动袁认真开展党课教育活动袁积极开展送温暖活动遥

圆园园苑 年的经营发展方针
是院充分抓住市场机遇袁结合实
际创新发展袁使生产经营和建设
发展再上新台阶遥 在生产经营

上袁要继续做好市场开拓和管理袁确保产销两旺曰继续加强质量管理曰继续加强基础
工作管理遥 在建设发展上袁要建设 圆愿罐煅烧炉袁争取上半年投产曰要寻找合作伙伴袁
建设 圆援缘万吨至 缘万吨环式焙烧炉遥

圆园园苑年技校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院 牢固树立科
学发展观袁外拓市场袁内抓管理袁加快管理袁创建和
谐学校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遥一尧要全力做好中铝郑
州企业职渊员冤工的培训工作曰二尧要加强校企联系袁

拓展办学思路曰三尧抓内部管理袁创学校品牌曰四尧坚持效益优先袁深化各项改革曰五尧
防微杜渐抓安全袁抓好安全保稳定曰六尧抓好党建工作促进队伍建设遥

圆园园苑 年及今后的工作思路
是院以发展为企业使命袁将职工自
身的个体发展目标与中心的集体
发展目标以及长城铝的整体发展

目标袁通过协调袁达到和谐统一遥以职工自身的发展为基础袁带动中心发展袁以中心的
发展为根本袁找准切入点袁为长城铝的整体发展作贡献袁从而为职工个人和中心赢得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遥 要以职工为本袁激发个人发展的内在潜力曰要持续创新袁提升中
心发展的整体实力曰要服务大局袁使文体活动成为长城铝发展的不竭动力遥

圆园园苑年袁万丰公司要重点做好以下工
作院一尧大力开拓物流业务袁依托中铝郑州
企业以及河南省企业从事供应物流尧销售
物流和仓储业务袁并逐步向省内外同行业

衍生遥二尧进一步推进改革改制工作遥三尧加强人才引进和职工培训工作遥四尧要采取
措施加大清欠工作力度袁避免资金链出现断裂造成的生产经营风险遥五尧万丰建安公
司要争取资质增项工作袁要充分发挥资质升级的优势袁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曰万丰海
科公司要克服矿石资源紧缺的困难袁确保为中铝矿业分公司及长城化工厂供应矿石
源园万吨袁并争取为长城铝高铁铝土矿选矿供矿创造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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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长城铝 圆园园苑发展思路研讨会掠影

长城铝副经理张维华畅谈自己对公司今
后发展的思考遥

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畅谈后勤服务尧改
革改制尧安全生产方面的工作思路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平代表党委畅谈
圆园园苑年党建工作思路遥

长城铝副经理霍本龙畅谈项目建设尧发
展规划遥

建设公司经理 魏西明

建设公司党委书记 冯跃

水泥厂厂长 孙松林

水泥厂党委书记 王俊杰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魏自帅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党委书记 殷德明

职工总医院院长 侯岗

职工总医院党委书记 王幸福

广州冶炼厂厂长 杨贺

长兴公司经理 张子亮

众鑫公司经理 阮萧

实业开发总公司经理 石殿臣

实业开发总公司党委书记 刘国祯

新长城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宋革委

新长城实业公司总经理 侯秉理

长城信息公司经理 李海彬

河南长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光明

河南长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郭银平

银都科工贸公司经理 盛利

保卫消防中心主任 姚松林

离退休管理中心主任 李培川

离退休管理中心党委书记 罗永跃

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李有权

技校校长程晔

企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马长勇

与会人员聚精会神地聆听李天庚经理关于长城铝 圆园园苑年发展思路的讲话遥 本版摄影 孟友光

技校校长 程晔

圆园园苑年工学院的工作思路是院一尧增加新的
利润增长点袁 建设中铝郑州企业教育培训综合
楼遥 二尧与中州大学合作纳入冶炼专业普招袁目
前已进入实施阶段袁要加大联合办学力度遥 三尧

打破原有机构袁建立新的机构运行机制袁设立大专部尧联合办学部和培训部遥 四尧加
强与河南分公司及长城铝的联系袁 增加培
训工作任务量遥 进一步开拓外部培训市场遥

万丰公司总经理 王秀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