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会议是在我厂氧化铝产量突破 员远圆万
吨袁成本尧利润指标均超二档袁全面实现 圆园园远年
各项方针目标的形势下召开的遥 这次会议的主
要任务是院 认真贯彻落实中铝总部工作会议及
河南分公司一届五次员代会精神袁总结 圆园园远年
工作袁分析当前形势袁部署 圆园园苑年工作任务袁并
表彰一年来为氧化铝生产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
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袁动员全体员工认清形势袁
明确目标袁 持续创新袁 和谐发展袁 为全面实现
圆园园苑年方针目标而努力奋斗遥

一尧圆园园远年工作回顾

一年来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遥
员援产量尧质量再上新台阶遥 全年完成商品氧

化铝产量 员远圆万吨袁同比净增 猿万吨袁保持了持
续尧 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袁 氧化铝一级品率达
怨苑援员源豫袁同比提高 员援怨员个百分点遥

圆援 现金成本及内部考核利润指标均超二
档遥全年氧化铝综合现金成本较二档指标降低
了 园援缘远 元 辕吨曰 内部考核利润超二档指标
缘怨猿员援远员万元遥

猿援经济技术指标不断优化遥拜耳法母液循
环效率同比提高了 园援缘远噪早 辕詄袁 管道化矿浆循
环效率同比提高了 苑援员源噪早 辕詄袁 熟料氧化铝净
溶同比提高了 园援源圆个百分点袁 种分分解率同
比提高了 圆援怨圆个百分点遥

源援主要消耗得到有效控制遥在全年原矿浆
固相铝硅比下降到 远援苑愿渊同比下降 员援猿猿冤的不
利条件下袁 通过我们科学合理的组织调整袁碱
耗尧 工艺能耗等主要消耗指标得到有效控制袁
全年共节汽 源援愿源万吨遥

缘援 大型设备运转率及台时产能进一步提
高遥 管道化运转率平均 愿苑援圆苑豫袁熟料窑运转率
怨员援缘缘豫袁员号尧圆号焙烧炉运转率平均 怨愿援员员豫袁
格子磨运转率平均 愿园援源圆豫遥

远援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遥二沉降 圆号尧苑号沉
降槽高效化改造袁 新建 源号沸腾焙烧炉袁猿号
熟料窑尧圆 号溶出磨提产改造等挖潜提产尧资
本性支出及科技项目先后投产袁为提高系统产
能和节能降耗创造了有利条件遥

苑援安全生产势头良好遥 全年实现了工伤事
故为 园的目标袁杜绝了轻伤事故遥

愿援综合管理水平显著提高遥 管理升级野三
步走冶战略稳步推进袁耘砸孕项目去年 远月 愿 日
成功上线袁源园 个班组获 圆园园远 年度河南分公司
野优秀班组冶荣誉称号袁三个班组分别获得 圆园园缘
年度中铝公司野卓越班组冶和野优秀班组冶荣誉称
号遥

怨援和谐企业建设成效显著遥 全年我厂累计
获得国家级荣誉 怨项尧 省市级 苑项尧 分公司级
员远项遥
回顾过去的一年袁 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六个

方面的工作遥
渊一冤精心组织袁科学决策袁超额完成了生产

任务遥
渊二冤优势互补袁携手并进袁顺利实现一尧二

厂互利双赢遥

渊三冤积极推行点检制袁进一步夯实设
备基础管理袁设备管理水平不断提升遥

渊四冤勇于创新袁项目带动袁科技兴企成
效显著遥

渊五冤强化基础袁严细管理袁综合管理水
平全面提升遥

渊六冤 加强党建与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袁
全面构建和谐企业遥

二尧圆园园苑年工作目标和任务

圆园园苑年是河南分公司野十一五冶发展规
划的第二年袁也是氧化铝一厂继往开来尧乘
势而进的关键一年遥 野发展是硬道理冶遥 圆园园苑
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院 全面贯彻落实中铝
总部 圆园园苑 年工作会议及河南分公司一届
五次员代会精神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袁以

构建和谐企业尧打造氧化铝强企为目标袁以科技
和管理创新为手段袁以野安全尧稳产尧降本尧提质尧
增效冶为重点袁以进一步优化生产组织方案袁提
高管道化尧熟料窑等大型关键设备的台时产能尧
运转率和指标的进一步优化为突破口袁 实现成
本最低尧质量最优尧产量最佳尧效益最大袁确保实
现河南分公司及氧化铝一厂 圆园园苑年方针目标遥

我们的方针目标是院
围绕一个中心
突出两项重点
强化三种意识
实现四大目标

一个中心院降低成本
两项重点院安全生产尧产品质量
三种意识院降本意识尧危机意识尧责任意识
四大目标院员援重大人身及设备事故为 园
圆援确保制造成本 员远远园元 辕吨
猿援确保氧化铝产量 员缘园 万吨袁力争 员缘缘万

吨
源援质量指标达到总部要求
围绕今年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目标我们要

重点做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遥
渊一冤 全面贯彻落实中铝总部工作会议及

分公司员代会精神遥各单位要深入领会中铝总
部工作会议及分公司员代会精神实质袁认真学
习贯彻分公司野十一五冶发展规划袁在分公司一
届五次员代会上袁分公司确定的野十一五冶乃至
今后长期的奋斗目标是院野构建和谐企业袁创建
世界强企冶袁通过加快推进野打基础寅上台阶寅
迈大步寅成规模冶的发展战略袁力争到野十一
五冶末袁使氧化铝产能突破 猿园园 万吨袁资产总
值尧销售收入双双达到 员缘园亿元遥 分公司 圆园园苑
年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完成砂状氧化铝产量

员源远万吨以上袁制造成本 员远远园元 辕吨遥
渊二冤强化三种意识袁提高三种能力袁营造三

种氛围遥 三种意识院一是要强化危机意识袁二是
要强化责任意识袁三是要强化降本意识遥三种能
力院 一是要提高领导能力袁 二是要提高执行能
力袁三是要提高创新能力遥 三种氛围院一是继续
营造和谐发展的氛围袁二是继续营造持续创新尧
持续超越的氛围袁 三是继续营造讲实话尧 干实
事尧求实效的氛围遥

渊三冤科学组织袁强化细节袁确保降本增产能
力稳步提高遥

渊四冤坚持科技创新袁对标国内外先进经验袁
深挖提质尧降本尧增效潜力遥 围绕影响提质尧降
本尧增效的瓶颈环节袁加快重点科技尧资本性支
出项目的实施袁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遥加
快技术创新力度袁同时要着眼于优化指标尧节能
降耗尧降本增效袁确立攻关目标袁特别是在降低
汽耗尧矿耗尧碱耗等重点指标上袁要落实责任袁奖
罚分明袁力争取得新的攻关成果遥

渊五冤安全生产常抓不懈袁确保全年重大事
故为 园遥

渊六冤坚持野严尧细尧实尧新尧恒尧齐冶管理理念袁
强化各项基础管理遥

渊七冤继续深化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袁推动
氧化铝一厂和谐稳定发展遥
同志们浴 发展无极限熏创新无止境遥 新的任

务尧新的使命正期待我们袁让我们以时不我待尧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袁以锐意进取尧开拓创新的精
神状态袁以克难攻坚尧超越自我的坚定信念袁团
结一致袁在困境中谋发展袁在发展中促和谐袁在
和谐中求绩效袁 全面实现 圆园园苑年方针目标袁为
河南分公司实现野十一五冶规划袁打造世界氧化
铝强企而努力奋斗浴

猿圆园园苑年 圆月 怨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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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谋划 鼓足干劲 实现氧化铝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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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生产中心 服务发展大局 抓好班子队伍 实现各项目标

为氧化铝一厂的安全稳定 尧和谐发展而努力
要要要党委书记周光斌在氧化铝一厂一届五次员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渊摘要冤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袁我们迎来
了厂一届五次员工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遥
这是承载我们氧化铝人新的希望和重托
的一次重要会议遥

圆园园远年袁 厂党委紧紧围绕 野降本增
利尧持续发展冶这一中心工作袁以领导班子

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为重点袁 紧密依托
野四好班子冶尧野三比一创冶尧野特色党支部冶尧
野党员先锋岗冶等争创活动袁认真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制袁团结和带领全体员工袁有效
克服了矿石供应紧张尧品位持续下降和设
备产能不足尧人员大幅减少等困难袁取得

了商品氧化铝 员远圆万吨尧现金成本
员圆远怨援源元 辕吨尧 内部利润超二档的
优异成绩袁厂党委再次被中铝公司
党组命名为野优秀基层党组织冶袁并
连续 源年被公司党委命名为野先进
党委冶袁 厂领导班子被中铝郑州企
业授予首批野四好班子冶称号遥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袁我们有以

下几点体会院
一尧团结务实尧勤勉高效的领

导干部队伍袁是我们完成各项任务
的根本保证遥 没有完美的个人袁只
有完美的团队遥只有拥有一支务实
高效尧 廉洁勤勉的领导干部队伍袁
才能保证各种决策的科学化尧民主
化尧制度化袁才能真正团结和带领
广大员工袁 凝聚方方面面的智慧袁
汇集方方面面的力量袁 扎扎实实尧
不折不扣地做好各项工作遥
二尧敬业爱岗尧勇挑重担的高

素质员工队伍袁 是我们克难攻坚尧
无往不胜的法宝遥只要拥有一支思
想素质过硬尧业务技能高超的高素
质员工队伍袁我们就能够应对一切
挑战袁克服一切困难袁化压力为动
力袁视困难为挑战袁不断超越自我袁
取得最终胜利遥
三尧不断超越袁持续创新袁是我

们快速发展的精神动力遥企业是船袁
创新是帆遥只有不断超越自我袁敢于
持续创新袁勇于创新图强袁企业才能
永葆生机与活力袁 才会永远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袁立于不败之地遥

圆园园苑年袁我厂党建工作的指导
思想是院 以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
表冶 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五中尧
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袁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袁紧紧围绕野降本增
效尧和谐发展冶中心工作袁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遥以构建和谐企业为
重点袁 以党建工作标准化为手段袁

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企业文化
建设袁 为实现 圆园园苑年度方针目标提供强
大的思想保证尧 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袁促
进氧化铝一厂各项工作在新的一年里实
现全面尧协调尧持续发展袁以一流的工作成
绩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党的十七大召
开遥

圆园园苑年党建工作方针是院 融入生产
中心袁服务发展大局袁抓班子带队伍袁树典
型聚人心袁夯基础创一流袁求和谐谋发展遥
党建工作的六大目标是院落实党建工

作责任制袁实现争先创优目标曰开展野四
好冶班子创建活动袁实现野四好冶目标曰强化
廉政建设袁实现廉洁从业曰弘扬特色文化袁
实现企业文化示范基地创建目标曰提升党
员综合素质袁实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目
标曰落实野依靠冶方针袁实现和谐发展目标遥
为全面贯彻落实本次员代会精神袁确

保 圆园园苑年各项目标的顺利实现袁 我提几
点要求院
一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袁认清形势袁

坚定信心袁再创氧化铝一厂持续发展的新
辉煌遥

二尧以企业持续发展为目标袁明确任
务袁真抓实干袁确保今年各项工作任务的
全面完成遥

三尧加强廉洁从业教育袁构建教育尧监
督尧制度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遥
四尧融入生产中心袁服务发展大局袁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袁确保全年方针目标的顺
利实现遥

五尧坚持以人为本袁落实野依靠冶方针袁
促进氧化铝一厂的和谐与稳定遥
党建工作既要融入生产中心袁也要融

入员工之中袁要大力营造鼓励员工爱干事
业尧支持员工干成事业尧帮助员工干好事
业的良好氛围遥 要倾听员工呼声袁体察员
工情绪袁关心员工疾苦袁尽心尽力为员工
办实事袁认真解决员工最关心尧最现实的
问题袁使广大员工在实现企业方针目标的
同时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遥
同志们浴 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以求真

务实尧持续创新尧持续超越的精神袁把困难
踩在脚下袁把重担挑在肩上袁团结一心袁迎
难而上袁积极投身氧化铝生产建设袁共同谱
写氧化铝一厂安全稳定尧 和谐发展的新篇
章袁以一流的工作业绩向党的十七大献礼浴

在分公司一届五次员代会上袁王熙慧与赵福辉签订组织绩效责任书遥 图为团结务实尧勤勉高效的领导班子遥

代表们讨论厂长工作报告等大会文件遥 代表们讨论厂长工作报告等大会文件遥 厂长与机关部室签订责任目标组织绩效合同书遥厂长与车间签订责任目标组织绩效合同书遥

在分公司一届五次员代会上袁氧化铝一厂荣获野五一劳动奖状冶遥 先进集体受到表彰遥 先进个人受到表彰遥 班组指标星级挑战赛年度野大满冠班组冶受到表彰遥

厂长 赵福辉 党委书记 周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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