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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远年袁公司党委以科学发展观总揽中铝郑州企业
两公司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袁 坚持把确保全年方针目标
的完成作为党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 围绕生产经营
中心任务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袁 有力地促进了中铝郑州企
业两公司的大局稳定袁使改革持续推进袁生产经营实现新
跨越遥
公司党委突出抓好野四好冶班子创建活动袁使各级领

导班子建设得到了加强遥公司党委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袁
共举行了 源次大型学习活动袁学习成效显著遥两公司领导
班子都召开了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袁
达到了沟通思想尧增进团结尧推进工
作的目的遥按照严格的程序和规定袁愿
月份袁公司党委成功召开了第二次党
代会袁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会和纪
委会袁 进一步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遥
与此同时袁 各二级单位也都结合实
际袁深入开展了野四好冶班子创建活
动遥 七一前夕袁公司党委对基层单位
的创建活动验收评比袁命名表彰氧化铝一厂尧运输部尧后
勤服务管理中心等 远个单位的领导班子为野四好冶领导班
子袁及时推广他们的创建活动经验袁逐步把野四好冶班子创
建活动引向深入遥
公司党委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党建工作责任制袁 制订

了叶中铝郑州企业党建工作责任书曳及考核办法袁公司党
委书记与 猿员个二级党委渊总支冤书记签订了责任书袁形成
了一级抓一级尧一级带一级的党建工作格局遥 同时袁公司

党委制订了 叶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党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长效机制曳袁对学习培训机制尧领导班子建设机制尧党员
管理机制等都进行了具体说明袁 巩固和扩大了先进性教
育活动的成果袁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奠定了基
础遥 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袁公司党委更加注重发挥野中铝
郑州企业党建网冶的作用袁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规范了党
建动态尧组织建设尧干部管理等 员猿个栏目袁运用网络视频
文件等形式探索业务培训和党课教育的新模式遥 去年 员园
月份袁公司党委参加了中铝公司党建信息化交流会袁党建

信息化工作得到了中铝公司党组的肯定遥
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袁圆园园远年公司党委在继续深

化野三比一创冶活动基础上袁以创建野特色党支部冶和野党员
先锋岗冶为重点袁开展特色党建活动袁使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的先进性在生产建设中得到了有效发挥遥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方面袁 公司党委全
面启动惩防体系建设袁构建惩防体系长效机制袁制订下发
叶中铝郑州企业建立健全教育尧制度尧监督并重的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具体实施意见曳袁建立组织领导机构袁对叶具
体实施意见曳中教育尧制度尧监督 猿个方面和 缘个年度的
主要任务进行分解袁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责任袁构建惩防体
系的长效机制遥 在此基础上袁公司党委突出抓好廉洁文化
建设袁举办了野铝城正气歌冶大型歌咏晚会袁并作为唯一的
企业代表袁参加了郑州市举办的野绿城正气歌冶歌咏晚会遥
在推进中央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研讨会上袁公司纪委野加强
宣传教育尧建设廉洁文化冶的经验代表中铝公司在会上进
行了交流袁得到了国资委和中铝公司党组的高度评价遥

深入开展野我为构建和谐中铝郑
州企业作贡献冶 活动是公司党委
圆园园远年着力抓好的又一项工作遥 为
此袁公司党委制订了叶野我为构建和谐
中铝郑州企业作贡献冶的活动方案曳袁
明确年度计划和月度计划袁坚持做到
每月有主题尧月月有活动袁使整个野我
为构建和谐中铝郑州企业作贡献冶活
动贯穿于全年遥 野同心同德尧 和谐共

赢冶主题巡回演讲活动尧野坚持以人为本袁构建和谐郑州企
业冶主题征文活动尧野学习六中全会精神袁构建和谐企业冶
报告会等一系列大型活动推动了和谐企业建设袁 和谐文
化日渐深入人心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刘晓宁冤野迎接新
年袁 共创和谐浴 冶野强身健体袁 喜迎奥
运浴 冶 圆园园远年 员圆月 猿员日上午袁一阵阵
响亮的口号回荡在铝城上空袁来自中铝
郑州企业各二级单位和机关部室的各
级管理者和广大职渊员冤工组成浩浩荡
荡的队伍袁围着上街区中心城区主干道
进行了长跑活动遥
早上 愿点左右袁厂前路已集合起数

十个方阵袁参加长跑的队员们身着整齐
的服装袁挥舞着大旗袁精神抖擞袁现场一
派朝气蓬勃的热烈气氛遥

愿点 猿园分袁 中铝郑州企业领导王
熙慧尧李天庚尧王立建尧吕振树鸣枪发出
起跑令遥 随后袁他们和张维华尧孟若志尧
崔平尧江新民尧李海明尧刘保正尧纪行尧霍
本龙尧张本岩等领导一起出发袁领跑整
个长跑队伍遥
据介绍袁 新年临近袁 举行此次长

跑活动袁 目的是展现中铝郑州企业广
大职 渊员冤 工的精神面貌袁 动员和组
织广大职 渊员冤 工以奥运精神激发奋
斗勇气尧 营造奋斗氛围袁 共创和谐中
铝郑州企业袁 迎接中铝郑州企业更加
美好的明天遥
声势浩大的长跑队伍吸引了众多

市民的驻足观看袁他们纷纷向长跑队员
挥手致意袁 赞扬中铝郑州企业广大职
渊员冤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遥

渊孟友光 摄影冤

本报讯 渊记者 刘晓宁 通讯员 杨建
民冤瑞雪纷飞兆丰年袁彩球高扬传喜庆遥 圆园园远
年 员圆月 猿园日袁 我国铝工业史上的又一盛
事要要要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孵
化园区奠基仪式在郑州市上街区隆重举行遥

中铝公司党组成员尧 副总经理敖宏袁郑

州市副市长龚立群和市科技局局长王济昌袁
上街区区长周春辉尧区委副书记刘霞尧区人
大主任巨宝志和区政协主席张福祥袁中铝公
司研究与规划部主任吴礼春和科技部主任
张吉龙袁 中国铝业发展部总经理于新兴袁中
铝郑州企业领导王熙慧尧李天庚尧王立建尧潘

德生袁 中国铝业郑州研究院领导李旺兴尧顾
松青等以及各地尧各企业有关领导出席了奠
基仪式袁长城铝建设公司领导和部分职工代
表也参加了仪式遥
奠基仪式由张吉龙主持遥
李旺兴代表郑州研究院在奠基仪式上

致词遥 他简要介绍了郑州研究院的概况袁指
出袁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孵化
园区的奠基袁是郑州研究院快速发展的一个
新起点袁郑州研究院一定会按照中铝公司党
组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要求袁以高度的责任心
和使命感袁通过先进的管理尧科学的安排尧周
密的部署尧精心的组织袁促使国家铝冶炼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孵化园区早日建成投
用袁使之尽快成为世界铝工业技术研发的摇
篮袁成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尧调整产业结构尧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亮点和助推器遥
周春辉代表上街区四大班子领导对工

程的奠基表示诚挚的祝贺遥他要求全区各有
关部门和单位要顾大局尧识大体袁搞好配合袁
通力协作袁努力把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科技孵化园区建成精品园区遥
敖宏在奠基仪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遥他

简要介绍了中铝公司的概况袁指出袁国家铝
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孵化园区是中
铝公司实施科技强企战略尧实现铝工业新的
跨越式发展的重大举措袁 这一项目的建成袁
必将为中铝公司发展搭建世界一流的研发
平台袁必将使中国铝工业的研发体系趋于完

善袁也必将使郑州研究院成为铝工业前沿技
术尧关键技术研发基地和世界铝工业高新技
术产品重大成果的孵化和辐射基地遥 他希望
广大建设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本着对国家尧对
中国铝工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袁 遵循高起点尧
高标准和与国际接轨的原则袁 严密组织袁精
心施工袁规范管理袁严格监督袁确保工程质量
和进度袁优质尧高效地将科技孵化园区建成
一流工程袁为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尧打造中铝
百年老店构筑科学发展的平台遥
龚立群在奠基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致词遥 他说袁近年来袁科技孵化园区在促进
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
方面已成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最有效
方式遥 他充分肯定了郑州研究院对郑州市科
技创新所作的贡献遥 他说袁郑州市委尧市政府
非常重视中铝公司在郑州的发展袁将一如既
往地做好各项服务工作袁竭尽所能帮助企业
做大做强遥
在漫天飞舞的雪花尧礼花和欢庆的鼓乐

声中袁 出席奠基仪式的各位领导欣然挥锹袁
为该项目培土奠基袁 这标志着到 圆园园苑年下
半年袁一座国内一流尧国际领先的铝冶炼工
程技术科技孵化园区袁将在郑州市上街区建
成投用遥

凝心聚力 和谐共赢
本报记者 刘晓宁

吟王立建尧 孟德正受到中国

机械冶金建材工会表彰

吟纪行当选为中国机械冶金
建材工会第二届全委会常委

吟长城铝电视台荣获野圆园园远
年全国最佳企业台冶荣誉称号

打造世界铝工业技术研发摇篮

科技孵化园区隆重奠基
中
铝
郑
州
企
业

钻
迎
新
年
综
创
和
谐
纂
千
人
长
跑在

中
国
铝
业
科
技
孵
化
园
区

奠

基

仪

式

上

的

讲

话

中
国
铝
业
公
司
党
组
成
员
综副
总
经
理

敖
宏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各位来宾袁同志们尧
朋友们院
今天我们欢聚在一起袁共同迎接

一个美好的时刻遥在各级领导的亲切
关怀下袁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中心科
技孵化园区就要破土动工了遥 在此袁
我代表中国铝业公司党组和肖亚庆
总经理向出席奠基仪式的各位领导尧
来宾和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选向
长期关心和支持中铝公司发展的河
南省尧 郑州市和上街区的各级领导尧
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浴向为

工程如期奠基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
努力的工程管理人员尧技术人员表示
亲切的慰问浴

中国铝业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
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遥公司成立伊始
就坚定不移地实施野科技兴企冶战略袁
贯彻野自主创新尧重点跨越尧支撑发
展尧引领未来冶的方针遥 近三年来袁公
司承担国家科技攻关尧国家野愿远猿冶和
国家高技术产业化发展袁以及国防军
工等一大批科技计划项目袁 取得了
圆怨缘项科技成果遥 从铝土矿开采尧氧
化铝制取尧 电解铝冶炼到铝的深加
工袁中国铝业公司拥有了一整套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袁从而使公司的氧化铝产能
跃居世界第二袁电解铝产能跃居世界
第三袁综合实力跻身世界三大铝业公
司遥
中国铝业公司已经描绘了野创建

世界一流企业尧 打造中铝百年老店尧
构建和谐中铝冶的宏伟蓝图遥公司野十
一五冶发展目标是袁资产总额翻一番袁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消耗指标初步
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袁并进入世界五百
强行列遥 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袁我们
的宏伟目标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遥

穴下转第三版冤

员援 公司党委荣获中铝公司和郑州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荣誉称号袁中铝郑州企业荣获全国野四五冶普法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遥

圆援王熙慧出席河南省第八次党代会袁王立建尧鲍宇
出席郑州市第九次党代会遥

猿援 胜利召开中共中国长城铝业公司第二次代表大
会和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遥

源援开展野我为构建和谐中铝郑州企业作贡献冶活动袁
营造和谐发展氛围遥

缘援深化野四好冶领导班子创建和野三比一创冶活动袁大
力创建特色党支部和党员先锋岗遥

远援启动惩防体系袁建设廉洁文化袁举办野铝城正气
歌冶大型歌咏晚会遥

苑援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袁实施野三室冶改造袁分公司荣
获野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冶称号遥

愿援启动野爱心互助基金冶袁救助重病职渊员冤工遥
怨援举办野大手拉小手袁爱心连童心要要要春蕾女童走

进中铝郑州企业冶公益活动曰
员园援开展野与祖国共奋进袁与中铝同发展冶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遥

荫红色之旅撼人心遥
荫周光召视察中铝郑州研究院遥
荫野我为构建和谐中铝郑州企业作贡献冶活动全面开展遥
荫中共中国长城铝业公司第二次代表大会尧中国长城铝
业公司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遥

荫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遥
荫唱响正气歌袁激扬廉洁风遥
荫耘砸孕系统全面上线袁陈基华启动按钮遥
荫三室改造为员工建设和谐之家遥
荫长城铝中小学校正式移交遥
荫新鲜院工业也能旅游遥

公司党群工作十件大事

圆园园远 年报载十大新闻

启 事

我报经与氧化铝一厂尧碳素厂尧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协商
决定袁在 圆园园苑年继续开展野氧化铝杯冶好新闻大赛尧野碳素杯冶
摄影比赛尧野宏达杯冶文学作品征文比赛袁望广大职渊员冤工踊
跃参与遥

中国长城铝业报社
圆园园苑年 员月 员日

奠基仪式现场

本报讯 渊记者 裴志成 奚望丞 王宇 实习生 吴
芳冤 员月 缘日是上街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投票日遥 上午 愿时许袁 长城铝领导张维华尧 孟若志尧 崔平尧
纪行以及机关部室领导等来到长城铝机关选区投票会场投
下了庄严的一票遥 本选区有选民 怨缘圆人袁 委托投票的选民
圆远人袁 在 远个流动票箱投票的有 愿源苑人袁 选举区人大代表
圆名遥

同日上午袁 河南分公司领导江新民尧 李海明尧 刘保正
等在河南分公司机关选区参加投票袁 选举本区人大代表遥
总经理王熙慧因公务繁忙袁 在机关流动票箱郑重投下选票遥
参加选举的分公司机关选民 缘愿源人袁 实到 缘远远人袁 有 圆员人
委托他人投票袁 拟选举上街区人大代表 圆名遥

在投票选举期间袁 上街区人大副主任尧 上街区选举委
员会副主任冯文生在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和公司党委副书
记崔平的陪同下察看了河南分公司氧化铝一厂尧 长城铝建
设公司选区的选举情况袁 对选举组织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机关
分别选举 区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