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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刘晓宁冤春节即将
来临袁公司纪委日前发出通知袁要求各级
领导干部加强廉洁自律袁 切实关心和维
护职渊员冤工利益袁过一个节俭尧廉洁尧欢
乐尧祥和的节日遥
通知指出袁 要强化反腐倡廉宣传教

育袁继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尧党章和
法纪学习教育尧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袁充

分发挥廉洁文化建设的作用袁 筑牢党员
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的思
想道德基础袁 做到警钟长鸣袁 防患于未
然遥 严禁以任何名义接受与行使职权有
关的单位和个人的礼品尧礼金尧有价证券
和支付凭证曰 严禁节日期间利用公款吃
喝袁不得用公款搞相互走访尧相互宴请等
活动曰 严禁利用过节巧立名目袁 滥发奖

金尧补贴和实物曰严禁用公款支付应
由个人支付的费用鸦 严禁动用公车
旅游尧钓鱼和参与婚庆等事宜遥
通知特别要求袁 各级领导人员

要从构建和谐中铝郑州企业的高度
出发袁安排好节日期间职渊员冤工的
生活遥要深入基层袁认真解决职渊员冤

工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袁 要多走访慰问离
退休人员和内退职工袁 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问题遥 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袁 要转变作
风袁深入群众袁继续认真开展野做党的忠
诚卫士尧 当群众的贴心人冶 主题实践活
动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解决职渊员冤工
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上袁树立可亲尧可
信尧可敬的形象遥

双节期间袁公司纪委要求

关心职渊员冤工 廉洁过春节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盛凯 实习生

韦笑玲冤员月 员缘日袁郑州市纪委第六协
作区 圆园园远 年度考评会在矿业分公司
举行遥
矿业分公司党委书记吕振树简要

介绍了矿业分公司一年来的生产经营
情况和纪检监察工作情况遥

会上袁协作区 员猿个成员单位分别
汇报了 圆园园远年的纪检监察工作情况遥
市纪委还对成员单位的纪检监察工作
的基础资料进行了认真考评遥
市纪委常委尧 秘书长李树生对各

单位 圆园园远 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遥

市纪委上年度考评会在矿业分公司举行

员援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长城铝业
公司第二届职工尧中国铝业河
南分公司第一届员工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浴
圆援坚持自主创新尧科学发展袁全面
完 成中铝郑州企业各项任务浴
猿援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袁实现企业
又好又快发展浴
源援推进人才强企战略袁实现企业跨
越发展浴
缘援提升企业竞争力袁培育优秀企业
文化浴
远援团结一心袁携手奋进袁为中铝郑州
企业改革发展作贡献浴
苑援全力提升企业素质袁共同创建美
好家园浴
愿援坚持以人为本袁不断促进企业和
谐发展浴
怨援以实为基袁以勤为先袁以公求和袁
以高求进遥
员园援全心全意依靠职穴员雪工袁合力振
兴中铝郑州企业浴
员员援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袁加快企业
改革和发展浴
员圆援贴近实际尧贴近基层尧贴近职工袁
创新思路尧创新管理尧创新发展浴
员猿援同心同德袁共谋郑州企业改革发
展良策曰
群策群力袁齐干两个公司创新兴
企大事浴
员源援强基固本袁对标国际袁做大做强
做优袁赢得分公司大发展曰
凝心聚力袁乘势而上袁创业创新
创造袁再创长城铝新辉煌浴

本报讯 公司党委作出开展野认清形势袁明确任务袁
降本增效袁创新发展冶大讨论活动的决定后袁中铝郑州企
业两公司各二级单位党委高度重视袁精心部署袁把大讨
论活动作为促进两公司 圆园园苑年各项工作实现首月尧首
季开门红的重要举措袁迅速成立领导小组袁健全组织机
构袁制订大讨论活动的工作方案袁立足实际袁突出重点袁
出台措施袁认真开展大讨论活动遥
氧化铝一厂党委对该厂开展大讨论活动提出要

求院在广泛宣传的同时袁组织广大员工学习有关文件资
料袁开展形势教育袁并在厂内部刊物叶氧化铝通讯曳上设
立大讨论栏目袁刊登员工学习心得和讨论文章遥 通过大
讨论活动袁引导教育广大员工认清市场尧资源等方面的
严峻形势袁 认清企业所担负的艰巨的生产经营任务袁统
一思想袁凝聚智慧和力量袁坚定降本增效尧创新发展的信
心和决心遥与此同时袁要努力营造野一尧二厂和谐发展袁互
动双赢曰持续创新尧持续超越曰讲实话尧干实事尧重实效冶
三个氛围袁强化市场竞争意识尧忧患危机意识尧勤俭节约
意识和责任意识袁谋划新思路袁制订新目标袁出台新举
措袁 为实现 圆园园苑年生产经营首季开门红作出更大的努
力遥
建设公司党委明确提出了 远个方面的措施院 一尧

以生产经营任务为中心袁进一步实施野走出去冶发展战
略袁 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袁 不断开创新的经济增长点曰
二尧加强领导干部尧党员尧职工三支队伍建设袁凝心聚力
共谋发展曰三尧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袁继续推进党建工作
信息化袁实行电子党务袁使党建工作富有实效曰四尧发挥
宣传思想工作的优势袁将广大职工的思想统一到为推动
企业和谐尧稳定尧快速发展作贡献中来曰五尧加强生产流
程的规范化尧标准化和制度化管理袁增强工作实效袁降低
运营成本曰六尧大力开展合理化建议尧劳动竞赛尧效能监
察以及小改小革等活动袁真正起到降本增效尧促进生产
的作用遥
氧化铝二厂党委要求各车间和党支部院一尧利用

多种形式袁围绕大讨论主题袁加大宣传力度曰二尧树立科
学发展观袁进一步转变观念袁围绕砂状氧化铝生产和成
本管理袁深化技术攻关和精细化管理曰三尧坚持以人为本
的指导思想袁夯实基础工作袁强化过程控制袁认真组织生
产袁不断优化经济技术指标曰四尧从源头把好进厂原材物
料质量关袁树立节约意识曰五尧贯彻两级员代会精神袁把
大讨论活动落到实处袁确保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曰六尧
把大讨论活动与企业文化理念的推广结合起来袁树立节
俭意识袁深挖内部潜力袁努力实现节能降耗尧增收节支的
目标袁确保生产成本持续优化袁使 圆园园苑年产量任务再上
新台阶遥
水泥厂党委结合厂部实际袁按月制订了大讨论的

详细步骤院员月份袁继续开展野实现产销 远缘万吨袁我们怎么
干冶大讨论曰圆月份袁贯彻长城铝和水泥厂职代会精神袁提
高职工对水泥厂 圆园园苑年方针目标的认同感袁进一步认清
形势袁鼓舞士气曰猿月份袁开展劳动竞赛尧合理化建议和小
改小革等活动袁引导职工投身到降本增效尧创新发展的实
践中遥 厂党委强调袁活动中要切实做到四个结合院一是将
活动和贯彻落实两级职代会精神袁 为实现水泥厂年度方
针目标结合起来曰二是将活动和大力弘扬野艰苦奋斗尧自
强不息尧开拓创新冶的水泥人精神袁培育有特色的企业文
化结合起来曰三是将活动和强化管理袁完善考核袁提高执
行力结合起来曰四是将活动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袁深化
野三比一创冶活动结合起来遥 渊本报综合报道冤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马义林冤为进一
步动员广大干部尧职渊员冤工及家属积极
投身到爱国卫生运动中来袁切实巩固创
卫成果袁创造整洁有序的工作尧生活环
境袁近日袁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会决
定在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巩固创卫成果活动袁并成立了以
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尧公司党委副书记
崔平为组长的领导小组遥

按照叶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曳和郑州
市尧上街区有关要求袁中铝郑州企业爱
国卫生运动巩固创卫成果活动分三个

阶段进行院一尧宣传尧发动尧制订方案阶
段袁 时间为 圆园园苑年 员月 远日至 员园日遥
二尧集中整治阶段袁时间为 圆园园苑 年 员月
员员日至 圆园园苑年 源月 猿园日遥以集中整治
环境卫生为重点袁 加强家属区及各单位
日常清扫保洁袁全面清除卫生死角袁清理
积存垃圾袁治理小区乱贴乱画尧乱停乱放
现象袁保持各小区环境卫生清洁曰以完善
家属区基础设施尧 道路硬化尧 绿化为重
点袁对 员圆尧员源尧圆圆尧猿圆尧源圆街坊黄土裸露现
象全部进行整治袁 并对路灯进行改造遥
三尧考核评比阶段遥中铝郑州企业领导小

组将分阶段和时段对责任单位工作完成
情况进行考核遥

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会强调院一尧
要明确任务袁落实责任遥各单位针对本次
活动制订的工作方案袁标准要高袁内涵要
丰富袁要求要严格袁实行定领导尧定任务尧
定进度尧定责任袁做到层层有人抓尧环环
有人管袁建立纵向到底尧横向到边的工作
责任制遥二尧建立机制袁长效管理遥活动领
导小组将每周召开有关单位参加的联席
会议袁通报工作进展情况袁安排部署下一
步工作遥 各有关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工作

实际尧行业特点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袁定
期自查自纠遥三尧严格考评袁奖惩结合遥活
动领导小组将组织有关部门对活动开展
情况进行明查暗访袁 重点检查薄弱环节
和难点问题遥 对于工作积极尧行动迅速尧
成效明显的单位袁 活动领导小组将给予
表彰曰对工作不力尧进展缓慢的单位要给
予通报批评遥

巩固创卫成果 促进和谐发展 精
心
组
织

周
密
部
署

务
求
实
效

氧
化
铝
一
厂
综建
设
公
司
综氧
化
铝
二
厂
综水
泥
厂
认
真
部
署
降
本
增
效
大
讨
论
活
动

圆园园远 年是氧化铝二厂的开局之
年遥该厂以野全面达产达标冶为中心袁坚
持野新厂新办尧以人为本冶的原则袁积极
推行和探索三种管理模式袁围绕野突出
重点袁带动全局曰分解目标袁大力攻关曰
以人为本袁 强化管
理曰完善措施袁力求
实效冶的工作思路和
年度方针目标袁一路
克难攻坚尧 披荆斩
棘袁全年氧化铝生产
突破 苑园万吨设计规
模袁 实现生产 苑圆万
吨氧化铝袁开创了中
国铝工业建设生产
史达产时间最短的纪录遥

建章立制 夯实管理

作为一个投产不足 源个月的新建
厂袁如何开好头起好步是关键遥圆园园远年
员月份袁刚刚到任的新的厂部领导班子
着眼夯实基础袁力求通过建章立制袁理

顺工作流程袁明确管理责任袁提高工作
效率遥 根据河南分公司野管理升级三步
走冶的总体部署袁氧化铝二厂本着立足
实际尧大胆借鉴尧持续改进的原则袁制
订了财务尧设备尧质量尧安全生产尧政务

和标准化尧信息化尧企业文化建设等方
面的多项规章制度遥 经过一年来的运
转袁 逐步形成了清理检修及化验分析
等方面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尧 以点检制
为核心的设备管理模式尧 主操垣副操垣
巡检的劳动组织模式等创新型管理和
制度化尧 标准化管理相统一的管理体
系袁 为氧化铝二厂的生产经营奠定了
基础遥

优化方案 攻关取胜

促进氧化铝生产系统达产达标是
贯彻氧化铝二厂全年的中心工作遥 该

厂行政副厂长曹彦
卓尧 党委书记杨新
民等领导多次深入
一线岗位调研袁明
确提出要通过科技
攻关尧 优化生产组
织促进二厂产量和
成本目标的完成遥

厂部成立了 源
个技术攻关组和两个试验组袁扎实尧高
效地开展工作袁 着力解决生产瓶颈问
题遥 圆园园远年 圆月袁 管道化进料量达到
员园园员援猿怨皂猿 辕 澡袁 首次突破 员园园园 皂猿 辕 澡曰猿
月袁进料量达到 员园源园 皂猿 辕 澡浴 这意味着
苑园万吨氧化铝项目实产已经达到年产
苑园万吨的设计规模浴

渊下转第二版冤

随着春节的临近袁 由中铝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总承包的自备电厂项目掀起了
新的施工热潮遥员月 员苑日袁记者从自备电
厂工程项目部了解到袁截至目前袁该工程
输煤系统尧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袁设备安
装工作正在逐步展开遥 预计今年 缘月份袁

首台锅炉有望通气试车遥
项目施工单位注重现场管理袁着力

抓好质量和安全袁在项目部的严密组织
和各参建单位的紧密配合下袁自备电厂
项目进展顺利遥 圆园园远年 员员月 员愿日袁烟
囱揭顶曰员圆月 员远日袁主厂房揭顶曰目前袁

冷却塔工程也已基本完工遥根据项目网
络计划袁预计到 圆园园苑年 员园月底袁自备
电厂一期工程全部结束遥
淤高空作业紧张有序遥
于主体工程粗具规模遥
盂项目设施气势恢宏遥

榆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遥
刘晓宁 辕文
杨建强 孟友光 辕摄影

开局之年谱新篇
要要要氧化铝二厂突破设计规模纪实

阴 刘国华

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 通讯员 邢为华冤近
日袁中铝郑州企业全面启动野消防安全百日会战冶
活动遥

野百日会战冶期间袁两公司将加大隐患排查力
度袁全面开展野监督互查冶活动和野媒体聚焦消防冶
活动袁营造广大职渊员冤工和群众关注消防的浓厚
氛围遥
为搞好野百日会战冶袁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防火安全委员会要求袁各单位和职能部门要充分
认识开展野百日会战冶活动的重要性袁周密部署袁
狠抓落实袁务求实效曰各单位消防专干应认真履
行消防安全职责袁严格监督袁严防火灾事故的发
生遥

我企业打响野消防安全百日会战冶

长城铝二届五次职工
分公司一届五次员工

宣传口号

代表大会

本报讯 渊记者 赵 敏冤员月 员缘日袁
郑州市信访局检查组一行人在副局长
魏诗昌的带领下袁 到我企业检查了
圆园园远年信访工作袁并交流了 圆园园苑年信
访工作思路和举措遥
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简要介绍了

中铝郑州企业信访工作的开展情况遥
他希望省尧 市信访领导继续关注和支

持中铝郑州企业的信访工作遥 他表示袁
中铝郑州企业也将进一步做好稳定工
作袁为郑州市的和谐发展作出贡献遥
检查组一行在听取汇报后袁 还针

对领导重视尧 信访案件查处等信访工
作到现场进行了仔细查看遥 经过多方
面的检查考核袁 检查组一行对我企业
的稳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市信访局到中铝郑州企业检查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 王 宇冤员月 员员日袁
中铝瑞闽铝板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谢华一行 远人到中铝郑州企业就长城
铝企业整合尧管理体系尧现场安全等工
作进行了交流访问遥
此次工作访问是中铝瑞闽铝板带

有限公司加入中铝公司以来袁 对长城
铝的首次正式访问遥 长城铝副经理孟
若志等领导向来宾介绍了长城铝重组

改制后的情况遥他希望两企业之间相互
交流袁互相学习袁共同提高遥李谢华认为
长城铝历史悠久袁有着丰富的重组改制
经验袁要借此机会学习尧借鉴有关经验袁
加强企业间的交流合作袁为瑞闽公司积
累宝贵的管理经验遥
交流期间袁 李谢华一行到水泥厂尧

建设公司和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等单位
进行了参观遥

中铝瑞闽李谢华一行到长城铝交流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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