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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袁朋友们院
今天袁 参加国家铝冶炼工业技术

研究中心科技孵化园区奠基仪式袁 我
感到十分高兴遥 借此机会袁 我代表郑
州市委尧 市政府袁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袁
向上街区的人民和参与科技孵化园区
建设的全体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浴 向
参加这次庆典的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浴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遥 当今世界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袁 知识经济已见端倪袁
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遥 上街区委尧 区政
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家科技部加快
技术创新尧 发展高科技尧 实现产业化
的战略决策袁 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袁 坚持不懈地全面推行 野科教兴
区冶 战略袁 加快观念创新尧 体制创新
和技术创新的步伐袁 同中国铝业郑州
研究院团结一心尧 努力开拓袁 确立了

集 野研发尧 生产冶 为一体的高科技尧
高智力的国家铝冶炼工业技术研究中
心科技孵化园区建设项目遥
中铝郑州研究院作为我国轻金属专

业领域唯一的大型科研机构袁 拥有完善
的研发体系和丰富的优秀人才袁 是郑州
市乃至全国科技创新的一支 野主力军冶遥
此次研究院与上街区的战略合作袁 是郑
州市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遥 科技孵
化园区的建设袁 将进一步完善上街区乃
至郑州市的科技支撑体系袁 将为今后上
街区的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持提供有力的
保障遥 上街区的领导要继续解放思想尧
深化改革袁 面向现代化尧 面向世界尧 面
向未来袁 大力支持科技孵化园区的工
作袁 努力开创科技开发尧 技术创新的生
机勃勃的新局面遥
汇聚丰富科技资源的郑州袁 本来

就是一块自主创新的沃土袁 我们衷心
希望中铝郑州研究院认真贯彻十六届
六中全会精神袁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袁
进一步解放思想袁 求真务实袁 与时俱
进袁 开拓创新袁 并以此为契机袁 健全
完善研发支撑平台建设袁 全面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袁 加大成果的孵化和转化
力度袁 为郑州及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我们市
委尧 市政府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袁 加
大协调尧 服务力度袁 构建和谐郑州袁
竭力为项目的运行创造最佳环境袁 以
促进项目的早日建成投用遥
可以相信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今天袁 国家铝冶炼工业技术研究中心
科技孵化园区一定能够充分发挥自己
的优势袁 为上街经济的发展作出应有
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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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孵化园区隆重奠基

各位领导尧各位来宾袁同志们尧朋友们院
近几年来袁信息尧网络技术的革命

再次给世界经济带来超常发展袁使得推
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走向 圆员 世纪
的重要发展战略和新世纪经济社会发
展的根本动力袁科技工业园区和孵化器
在培育新兴产业袁尤其是在促进科技成
果的商品化尧产业化袁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尧创新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等方面
已成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最有效
方式遥 当今袁把科技孵化与技术创新当
做创业者的沃土与圣地袁成为腾飞的推
动力和加速器袁 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发
展袁 是我区面临的一个极其难得的机
遇遥

作为孵化科技企业尧提升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的平台和促进科技成果
产业化的集成创新基地袁建立科技孵化
园区需要有强大的技术支持和研发力

量遥就我区而言袁区内有国内唯一的轻金
属研究机构中铝郑州研究院尧 沈阳铝镁
设计院郑州分院尧 河南分公司设计院等
三家涉铝研发机构袁 为我们建立科技孵
化园区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遥 铝工业
是上街区的特色产业袁 目前已形成了以
氧化铝等为龙头的规模庞大的铝工业产
业群遥因此袁我们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优
势和产业优势袁 以涉铝产业尤其是特种
氧化铝为重点袁 其他产业为补充袁 围绕
野两高四新两低冶来运营袁既可以增强对
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袁 又可以对各
个行业发展起到重要带动作用遥 可以肯
定地说袁 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脊梁就是
高新技术产业遥 我区的产业经济经过四
十多年的发展袁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
促进尧协调发展过程中袁逐步形成了独具
上街特色的铝及铝相关产业尧 装备制造
业尧高新技术新材料业野三大经济板块冶袁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对提升我区经济整体
实力尧发展特色经济功不可没遥而产业要
想有大的发展袁就必须通过园区建设袁进
行资源整合袁走技术进步尧科技创新的良
性发展道路遥
正是结合这样的实际袁 我们提出了

建设国家冶炼工业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孵
化园区的目标袁这是区委尧区政府在认真
分析当前形势尧 客观评析上街发展遇到
的问题尧 全面总结上街发展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的基础上袁 做出的一项战略性决
策遥
今天袁 国家冶炼工业技术研究中心

科技孵化园区的开工建设袁 是我们认真
贯彻市九次党代会精神尧 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一个良好开端袁 也是我区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一件大事遥 今后园内企业将会
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服务袁 科技孵化产业
的发展也将迎来一个新的时期遥

中国铝业研发中心总经理
郑 州 研 究 院 院 长郑州市副市长 龚立群

上街区区长 周春辉

尊敬的敖总尧龚市长袁各位领导尧各位来
宾袁同志们院
今天袁 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袁

在这里隆重举行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科技孵化园区奠基仪式遥 在
此袁 我谨代表中国铝业郑州研究院尧郑
州轻金属研究院全体员工向在百忙之
中莅临本次奠基仪式的各位领导尧各位
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浴 向长期以来关
心尧支持我院发展的省尧市尧区各级领导
以及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
衷心的感谢浴
中国铝业郑州研究院是我国轻金

属专业领域唯一的大型科研机构袁拥有
国家轻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尧国家铝
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尧中国铝业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袁建有世界上最大的氧化
铝试验基地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
大型铝电解工业试验基地尧中国铝土矿
综合利用试验基地等 远个大型工业试
验基地遥
建院以来袁 我院共完成包括国家

野愿远猿冶尧野怨苑猿冶项目在内的科研课题 愿远园
项袁取得 圆愿苑项科研成果袁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 员园项尧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员缘源
项袁申报专利 员源愿项袁为我国铝工业的
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遥
中国铝业的上市袁为研究院的发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遥在公司的正
确领导下袁在各级政府和兄弟单位的大
力支持下袁我院坚持野做强研发尧做优产
业冶的方针袁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尧中间试
验尧工业试验尧工程化到产业化袁以自主
创新为核心的铝工业研发体系遥我院紧
紧围绕国家铝工业发展战略需求和世
界铝工业技术前沿袁加强自主创新和重
大尧关键尧共性技术研发尧集成和二次创
新遥破解了一批制约我国铝工业发展的
技术难题袁成功开发和转化了一批对我
国铝工业科学发展意义重大尧 影响深
远尧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袁抢
占了世界铝工业技术的制高点袁提升了
我国铝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袁为我国铝
工业的持续尧健康尧快速发展和地方经
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遥
中国铝业公司和我国铝工业的快速

发展袁赋予了我院新的使命遥我院将紧紧
围绕中铝公司野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袁打造
中铝百年老店冶和我国铝工业的振兴袁坚
持野自主创新尧重点跨越尧支撑发展尧引领
未来冶 的科技十六字方针袁 立足自主创
新袁提升领先优势袁服务生产经营袁支撑
协调发展袁完善铝工业研发体系袁健全科
技长效机制袁富聚一流的人才袁搭建一流
的研发平台袁 研发和转化一批具有世界
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袁 挺立在世界铝工
业技术创新的野潮头冶遥
这次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科技孵化园区的奠基袁是我院快速发
展的一个新起点遥我们一定会按照公司
党组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要求袁以高度的
责任心和使命感袁全力以赴袁努力拼搏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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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铝冶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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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铝建设公司经理 魏西明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各位来宾袁朋友们院
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袁 我们在这里

隆重举行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技孵化园区奠基仪式遥在此袁我代表长
城铝建设公司对工程的开工表示热烈的
祝贺浴
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

孵化园区今天奠基袁 这是研究院的一件
大事袁也是上街区的一件大事遥研究院选
择了建设公司袁将工程交给建设公司袁是
对我们的极大信任遥 我们将倍加珍惜此
次机会袁秉承野诚信尧团结尧拼搏尧奉献冶的
企业精神袁抽调精兵强将袁精心组织袁科
学施工袁建一流工程尧创一流质量尧树一
流品牌袁 确保优质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
务袁向业主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同时袁
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工程建设袁一
如既往地支持建设公司袁 确保工程早日
建成袁发挥效益遥

锣鼓喧天尧礼花飞扬尧彩球高挂的奠基现场 列队参加奠基仪式的郑州研究院和长城铝建设公司职工

渊上接第一版冤
即将过去的 圆园园远年对中国铝业公司来说袁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遥 圆园园远年袁中国铝

业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再次刷新了历史纪录遥 今天袁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科技孵化园区的隆重奠基袁 又为中国铝业公司 圆园园远年工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袁必将为中国铝业公司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遥
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的建设袁是公司实施野科技强企冶战略和实现

铝工业新的跨越式发展的重大举措遥 这一项目的建成袁必将为公司的发展搭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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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基地和世界铝工业高新技术产品尧重大
成果的孵化和辐射基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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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度负责的态
度袁遵循野高起点尧高标准袁与国际接轨冶的原则袁严密组织尧精心施工尧规范管理尧严格
监督袁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袁优质高效地将科技孵化园区建成一流工程袁为野创建世
界一流企业尧打造中铝百年老店冶构筑一个科学发展的平台遥 争取工程早日竣工袁早
日服务于公司的发展大局遥我们相信袁只要我们励精图治尧创新求强尧奋力拼搏袁把国
家铝冶炼工程技术中心建设成为一流研究中心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遥
让我们携手共创中国铝工业新的辉煌袁共享事业成功的喜悦浴
最后袁预祝国家铝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孵化园区顺利建成遥祝各位领导尧

各位来宾尧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尧家庭幸福尧新年快乐选
谢谢大家遥

中铝公司副总经理敖宏渊右冤与郑州研究院院长李旺兴亲切交谈

各位领导为科技孵化园区挥锹奠基

李旺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