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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就座遥
孟友光 摄影

渊按姓氏笔划排列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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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立 建 在 职 渊 员 冤 工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各位代表袁同志们浴
这次会议是在河南分公司连

续 缘年跨越发展尧综合实力跃上新
台阶尧公司处在十分重要的发展时
期召开的遥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院深
入贯彻落实中铝公司工作会议精
神袁总结工作袁分析形势袁进一步理
清野十一五冶发展思路袁部署 圆园园苑
年工作袁动员全体员工袁坚持科学
发展袁深化自主创新袁为全面完成
圆园园苑年工作任务袁实现野十一五冶发
展目标而努力奋斗浴

渊报告内容分专题二版报道冤

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总经理 王熙慧

各位代表袁同志们浴
这次会议是在长城铝生产经

营取得新成效袁改革发展实现新突
破袁同时又面临新挑战的形势下召
开的遥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院贯彻落
实中铝公司 圆园园苑 年工作会议精
神袁总结 圆园园远年工作袁分析长城铝
面临的形势袁 部署 圆园园苑年的工作
任务袁 动员全体职工统一思想袁抢
抓机遇袁加强管理袁深化改革袁为实
现长城铝和谐稳定持续发展而努
力奋斗浴

渊报告内容分专题三版报道冤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经理 李天庚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党委书记 王立建

本报讯 渊记者 赵 敏冤 同心同
德袁 群策群力袁 共商和谐发展大计遥
员月 圆愿日至 圆怨日袁 长城铝艺术宫彩
旗飘扬袁 彩球高悬袁 锣鼓喧天袁 洋溢
着一派欢乐和谐的氛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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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隆重召开遥

圆愿日早 苑点 猿园分袁 苑园愿名正式
代表和 圆猿远名列席代表带着中铝郑州
企业两公司近 员愿园园园 名职 渊员冤 工的
重托在这里共商企业和谐发展大计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王熙
慧尧 李天庚尧 王立建尧 张维华尧 孟若
志尧 曾庆猛尧 崔平尧 吕子剑尧 江新
民尧 李海明尧 刘保正尧 纪行尧 霍本龙
出席了会议遥
矿业分公司党委书记吕振树作为

主席团成员出席大会袁 矿业分公司副
总经理姜小凯尧 河南分公司副总工程
师张伦和应邀出席了会议遥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工会主席纪行

主持了会议遥
大会在庄严的 叶国歌曳 声中隆重

开幕遥
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作了

叶坚持科学发展袁 深化自主创新袁 为

全面实现 野十一五冶 发展目标而努力
奋斗曳 的工作报告遥 他的报告共分三
个部分院 一尧 圆园园远 年工作回顾曰 二尧
形势和任务曰 三尧 圆园园苑年工作安排遥
长城铝经理李天庚作了 叶统一思

想袁 抢抓机遇袁 加强管理袁 深化改
革袁 为实现长城铝和谐稳定持续发展
而努力奋斗曳 的工作报告遥 他的报告
共分三个部分院 一尧 圆园园远 年工作回
顾曰 二尧 野十一五冶 改革发展目标曰
三尧 圆园园苑年的目标和任务遥

圆愿日下午和 圆怨日上午袁 各代表
团分别认真讨论了王熙慧尧 李天庚所
作的工作报告和大会其他文件遥

圆怨日下午袁 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
方式通过了王熙慧尧 李天庚的工作报
告袁 两公司财务预决算暨业务招待费
使用情况的报告袁 河南分公司 圆园园苑
年组织绩效考评方案袁 长城铝 圆园园苑
年经营绩效与工资总额挂钩考核方
案袁 河南分公司 圆园园苑 年生产经营计
划袁 长城铝 圆园园苑 年生产经营及财务
预算计划袁 两公司 圆园园苑 年职 渊员冤
工培训计划袁 河南分公司 圆园园苑 年企
业文化建设实施方案 袁 两公司职
渊员冤 代会提案工作制度等遥
会上袁 王熙慧尧 李天庚分别与两

公司主要二级单位及机关部室负责人
签订了绩效考核责任书遥
大会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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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遥
会议还隆重表彰了两公司 圆园园远年

度先进集体尧 先进部室和先进个人遥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党委书记王立

建在会上作了 叶认清形势袁 和谐发展袁
为实现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方针目标
而努力奋斗曳 的重要讲话遥 他的讲话
分三个部分院 一尧 认清形势袁 明确任
务袁 全面完成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圆园园苑 年方针目标和各项工作任务曰
二尧 科学发展袁 构建和谐袁 努力实现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又好又快发展曰
三尧 以人为本袁 凝心聚力袁 着力加强
党的先进性建设袁 充分调动广大职
渊员冤 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遥
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袁 在雄

壮的 叶国际歌曳 声中胜利闭幕遥
员月 圆苑日下午袁 正式会议前袁 长

城铝二届五次职工尧 河南分公司一届
五次员工代表大会召开了预备会议遥

渊左图为大会会场遥 孟友光 摄影冤

各位代表尧同志们院
长城铝二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和河

南分公司一届五次员工代表大会袁是在中
铝郑州企业两公司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
六中全会精神袁构建和谐企业袁实现野又好
又快冶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
要的会议遥 两天来袁经过全体与会代表的
共同努力袁会议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议
程袁即将胜利闭幕遥 这次大会分别听取并
审议通过了王熙慧同志和李天庚同志所
作的工作报告袁审议通过了两公司财务预
决算和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报告及其他

文件袁熙慧同志尧天庚同志分别与两公司
主要二级单位和部室的负责人签订了责
任书遥 会上还命名表彰了 圆园园远年度先进
单位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遥 这次大会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以人为本袁集思
广益袁大会开得隆重尧热烈袁是一次民主团
结尧求真务实的大会袁是一次鼓舞斗志尧催
人奋进的大会遥 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袁对
于进一步落实中铝公司工作会议精神袁认
清形势袁统一思想袁凝聚力量袁科学发展袁
实现全年方针目标袁必将产生重要的推动
作用遥 渊讲话内容分专题四版报道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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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院 姜小凯 张伦和

本报讯 渊记者 赵敏 实习生 韦笑
玲冤为引导广大干部尧职渊员冤工认清当
前形势及今后工作努力方向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两公司的各项工作部署上
来袁员月 猿园 日下午袁 公司党委举办了
圆园园苑年形势任务报告会遥
会上袁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吕子剑

结合河南分公司去年生产成本完成情
况尧影响生产成本的因素以及今年面临
的生产成本压力和下一阶段降本增效
的重点工作等进行了深入分析遥

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江新民作了
叶站在新起点袁科学大发展袁全面完成河
南分公司 圆园园苑年生产任务曳 的安全环
保尧生产管理形势分析报告遥
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海明针对当

前国内外的市场情况袁作了叶优化结构袁加
强工作袁积极主动地应对新形势下营销挑
战曳的市场营销形势分析报告遥

长城铝副经理霍本龙作了叶坚定信

心袁迎接挑战袁明确目标袁扎实工作袁不
断提高长城铝可持续发展能力曳的长城
铝可持续发展形势分析报告遥
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作重要讲话遥他

就如何开展好形势任务教育袁引导广大干
部尧职渊员冤工坚定信心袁把思想统一到实
现中铝公司总部及两公司全年方针目标
上来袁把力量凝聚到贯彻落实中铝公司及
两公司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袁提出了三点意
见院一尧认清形势袁统一思想袁坚定完成任
务的信心和决心遥 王立建强调袁要正确分
析面临的形势袁积极破解难题袁树立必胜
的信心和决心袁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的完
成遥 二尧明确目标袁转变观念袁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的勤俭节约意识尧敢于超越自我的
创新发展意识尧视任务为生命的责任奉献
意识和层层抓落实的务实重干意识遥 三尧
齐抓共干袁攻坚克难袁力争圆满实现首季
开门红遥 他希望各单位尧各部门充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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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袁加强领
导袁精心组织袁攻坚克难袁努力实现两公司
生产经营首季开门红袁为完成今年各项工
作任务奠定良好的基础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平主持会议袁并就

如何传达贯彻好会议精神提出了两点要
求院 一尧要统一思想尧统一认识尧统一行
动遥各单位尧各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袁全面
贯彻落实职渊员冤代会和形势任务报告会
精神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贯彻落实两公
司的各项工作部署上来袁统一到加快两公
司持续快速和谐发展的大局上来遥 二尧要
加强领导尧突出重点尧狠抓落实遥 各单位尧
各部门要结合本单位尧 本部门的特点袁认
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袁 制订符合实际尧针
对性强的工作思路和举措袁 狠抓落实袁确
保两公司今年总体目标的全面实现遥
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尧 公司工会主

席纪行和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科级以上
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遥

公司党委举办 圆园园苑年形势任务报告会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第二届职工
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第一届员工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名单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第二届职工
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第一届员工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隆重召开
王熙慧代表河南分公司向大会作报告 李天庚代表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向大会作报告 王立建发表重要讲话

认清形势 统一思想 科学发展 和谐共赢

认清形势 明确目标 增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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