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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奚望丞 孟友光冤猿 月
员圆 日袁 在全国第 圆怨 个植树节里袁 中铝
郑州企业领导王熙慧尧 李天庚尧 王立

建尧 张维华尧 孟若志尧 崔平尧 江新民尧
李海明尧 刘保正尧 纪行袁 河南分公司总
经理助理鲍宇和长城铝经理助理张宇

震袁 带领两公司机关部
室有关人员参加了义务

植树活动遥
义务植树活动在 员源 街坊三弯街路

旁进行遥 经过全体人员 员 个小时的努

力袁 愿园 多棵树苗全部种植完毕遥 此次
义务植树活动不仅在中铝郑州企业生活
区植下了片片绿荫袁 更树立了中铝郑州
企业广大职 渊员冤 工爱护环境尧 创造美
好生活的良好形象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晁阳冤猿 月 苑
日袁 中铝山东分公司企业文化部
副经理王有权带领中铝山东企业
基层单位企业文化工作者一行
员猿 人袁到河南分公司参观考察企
业文化工作遥

在与山东铝的客人座谈时袁
河南分公司企业文化部经理陈金
旺和副经理智泽斌尧 曹杰向他们
介绍了河南分公司近几年企业文

化建设的情况和工作经验袁 并就
如何加强文化建设尧 推进企业发
展作了相互交流遥

随后袁王有权一行到中铝公司
视觉识别系统样板工程要要要苑园 万
吨氧化铝项目尧河南分公司厂史展
览室尧氧化铝二厂生产厂区以及企
业文化创新 野示范车间冶要要要水电
厂电气试验室尧运输部车辆段等单
位进行了参观和考察遥

本报讯渊记者 刘晓宁冤猿 月 员圆 日袁国资
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怨 办工作组王
战军一行 源 人进驻中铝郑州企业袁开始对我
企业进行为期 员 周的检查遥

员圆 日上午袁王战军一行听取了中铝郑州
企业领导班子的工作汇报遥 中铝郑州企业领
导王熙慧尧李天庚尧王立建尧张维华尧孟若志尧
崔平尧吕子剑尧江新民尧刘保正尧纪行尧霍本
龙袁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鲍宇袁以及两公
司机关相关部室负责人参加了汇报会遥 王熙
慧代表中铝郑州企业领导汇报了企业概况尧
去年生产经营业绩以及改革情况遥 他指示各
有关部门要认真配合监事会做好本次监督
检查工作袁真实尧全面地向监事会反映情况遥
王战军一行认真听取了汇报袁并对我企业的
汇报材料进行了初步审阅遥

在王熙慧尧李天庚尧王立建等人的陪同
下袁 王战军一行先后到河南分公司总计控
室尧电解厂尧氧化铝二厂尧自备电厂以及长城
铝水泥厂等单位进行了现场参观和考察遥

随后袁 王战军一行将通过检查账目尧谈
话和调研等方式袁重点从财务方面对我企业
生产经营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遥

又讯 渊通讯员 杨建民 涂键冤猿 月 员源
日袁 王战军一行到郑州研究院检查指导工
作遥 郑州研究院院长李旺兴就该院概况尧研
发尧生产经营和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情况向检
查组作了详细汇报袁 并放映了该院宣传片遥
该院领导以及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了汇报会遥

听完汇报后袁王战军一行为中铝公司拥
有郑州研究院这样的大型科研机构感到欣
慰和振奋袁认为研究院的地位和作用为中铝
公司野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袁打造中铝百年老
店袁构建和谐中铝冶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他对中
铝公司以科技为动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充
满了信心遥

随后袁王战军一行先后到郑州研究院生
物冶金研究所尧铝土矿选矿研究所尧氧化铝
研究所尧特种氧化铝研究所尧电解碳素研究
所尧质检中心尧氧化铝试验厂及铝土矿综合
利用试验基地等单位进行了现场参观和检
查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梁涛冤猿 月
员员 日袁河南省公安厅正厅级巡视
员杨元伟尧 河南省消防总队总工
程师李全贵尧 郑州市政法委副书
记牛扶劳尧 郑州市政法委维稳办
指导处处长包亚斌一行袁 在上街
区区委书记周春辉和区委常委尧
政法委书记王光辉以及长城铝保
卫消防中心主任姚松林等人的陪
同下袁对中铝郑州企业社会治安尧
社会稳定及消防安全工作情况进
行了调研遥

在厂区 员员园 指挥中心袁 保卫
消防中心主任姚松林向省尧 市领
导详细汇报了中铝郑州企业厂区
员员园 报警指挥系统的建设历程和
该系统在企业内部治安防范工作
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遥 自投入运
行以来袁 厂区 员员园 报警指挥系统
已将中铝郑州企业主要单位的
员猿 处财务室并入远程红外线报
警器联网袁对厂区进出通道尧炸药
库尧 放射源库尧 重要办公地点等
猿怨 处重点部位实行了可视化录
像监控遥三年来袁厂区 员员园 报警指
挥系统共接各类报警求助电话
猿缘缘圆 次袁 指挥出警维护秩序尧疏

导交通尧勘查现场尧救助职渊员冤工
猿猿圆猿 次遥 仅去年一年地方公安机
关就通过该系统采集的线索袁破
获 猿 起盗窃生产物资的重大刑事
案件袁为企业挽回了 员园 余万元的
经济损失遥 目前袁厂区 员员园 报警指
挥系统已成为中铝郑州企业治安
防范体系的枢纽和职渊员冤工群众
的野定心丸冶遥 同时袁中铝郑州企业
厂区 员员园 报警指挥系统的成功经
验也引起了省尧 市公安部门的高
度重视袁 并即将在全省 野平安建
设冶工作现场会上进行交流遥

随后袁省尧市领导随机抽查了
中铝郑州企业重点要害部位的治
安防范和消防安全工作遥 在调研
过程中袁省尧市领导对中铝郑州企
业运用科技手段不断完善企业内
部治安防范工作的做法给予了高
度评价袁 并希望中铝郑州企业在
进一步夯实内部治安防范的基础
上袁发挥好典型示范作用袁认真总
结成功经验并加以推广袁 从而促
进全省各企事业单位治安防范工
作的共同提高袁 为推进 野平安建
设冶工作袁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
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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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奚望丞 通讯员 晁阳冤
猿 月 怨 日袁河南分公司召开了 圆园园苑 年企业
文化工作会议遥 中铝郑州企业领导王熙
慧尧王立建尧崔平尧纪行袁河南分公司总经
理助理鲍宇出席会议遥

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国铝业叶关于掖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视觉识别系统手册业
实行应用的指导意见曳和叶关于实施环境
视觉形象规划的指导意见曳等文件精神遥

王立建全面总结回顾了河南分公司
去年的企业文化工作袁安排部署了今年的

工作任务遥 在分析了当前企业文化工作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后袁 他就如何贯彻落实
叶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 圆园园苑 年企业文化
建设实施方案曳提出了三点意见院一尧围绕
中心袁抓住重点袁确保分公司今年各项方
针目标顺利实现遥 二尧突出特色袁务实创
新袁在文化与管理的融合渗透中彰显企业
文化的魅力遥 三尧凝心聚力袁构建和谐袁为
推动中铝郑州企业改革发展提供文化动
力遥

会议表彰了企业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及先进个人袁与会领导为水电厂黄河水源
车间等 员圆 个企业文化创新野示范车间冶授
了牌袁并向各单位下发了叶中国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视觉识别系统手册曳遥

王熙慧作了总结讲话遥 他说袁 培育
一流的企业文化是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
重要支撑袁 各单位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好
三个关系院 一是企业文化共性与个性的
关系袁 也就是中铝公司文化统一和各分
公司文化特色之间的关系曰 二是企业文
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袁 企业文化要融入

管理袁 管理要体现文化曰 三是企业文化
与员工队伍建设的关系袁 文化建设要以
人为本袁 以诚相待袁 尊重和关爱员工袁
注重员工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遥 他对今
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了四点要求院
一尧 要紧密结合 野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
良好风气冶 的要求袁 切实加强和改进企
业文化建设工作遥 二尧 切实抓好安全文
化经验的总结与推广遥 三尧 扎实推进
叶厂区视觉环境规划曳 实施工作遥 四尧 坚
持文化育人袁 切实关心尧 维护员工利益遥

培育先进文化 构建和谐企业
河南分公司部署 圆园园苑 年企业文化工作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晁阳冤日前袁由郑州市委宣
传部尧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尧市企业家协会联
合发起的 圆园园远 年度野最具文化魅力十大企业冶评
选活动正式揭晓袁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名列十大
企业之首遥

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荣获郑州市
野最具文化魅力十大企业冶荣誉称号

山东铝客人到分公司
考 察 企 业 文 化 工 作

本报讯 渊记者 赵敏 孟友光 实习生

韦笑玲冤猿 月 员缘 日袁 郑州市总工会生产保
护工作会在我企业召开遥 会后袁与会人员还

到运输部参观了野安康杯冶竞赛及企业文化
开展和班组建设情况袁 并参观了长城铝游
泳馆遥 参观完后袁郑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尧

主席李元法对我企业的企业文化尧 班组建
设尧职渊员冤工业余文化活动等给予了高度
评价袁 并强调院野你们一定要把好的做法坚
持下去浴 冶全体与会人员也都表示要把中铝
郑州企业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带回去遥

郑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尧主席李元法
和副主席陈观壤袁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总职业指导师张春生袁郑州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朱永红袁公司党委副书
记崔平和工会主席纪行等出席会议遥 来自
郑州市各县渊市冤区工会尧各产业工会尧市
总直属大基层工会分管生产保护工作的
负责人八十余人参加了会议遥

崔平代表公司党委尧两公司行政和两
公司领导班子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遥 他简要介绍了中铝郑州企业近几年来
在生产经营尧改革发展和工会工作方面取
得的突出成绩袁并表示中铝郑州企业在今
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坚持科学发展观袁着力
构建和谐企业袁承担起中央企业的历史使
命和社会责任袁回报社会袁造福职渊员冤工袁
为郑州市的跨越式发展袁为构建和谐社会

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会议总结了 圆园园远 年郑州市总工会生

产保护工作袁 并对 圆园园苑 年的生产保护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遥

会议还对全国和河南省 野安康杯冶竞
赛优胜单位进行了表彰遥 河南分公司运输
部尧氧化铝一厂和矿业分公司被评为河南
省野安康杯冶竞赛优胜企业袁河南分公司氧
化铝一厂八车间一工序荣获了河南省野安
康杯冶竞赛优胜班组称号遥

会上袁李元法作重要讲话遥 他对过去
一年郑州市各级工会生产保护部门所做
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袁指出院各级工会
工作扎实袁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袁在劳动
竞赛方面有新突破袁在劳动保护方面有新
发展袁 在劳模管理与服务工作上有新举
措遥 针对今年各级工会的生产保护工作袁
他要求院一尧要加强学习袁提高素质曰二尧要
更新观念袁开阔思路曰三尧要转变作风袁履
行职责遥

渊左图为李元法一行在河南分公司运
输部参观尧考察遥 冤

郑州市总工会在我企业召开生产保护工作会袁与会人员会后参观我企业袁市总工会

主席李元法在参观中强调院

野 好 的 做 法 一 定 要 坚 持 下 去 浴 冶

为 铝 城 再 添 新 绿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高入室冤猿 月 员源
日袁 郑州市经委安全生产处副处长王国
英一行 猿 人对长城铝野两会冶期间的安全
生产情况进行了检查遥

长城铝保卫消防中心尧 安全环保部
有关负责人分别向检查组汇报了长城铝
野两会冶期间采取的一系列安全消防措施
及相关安全消防活动的开展情况遥

听完汇报后袁 王国英一行深入到水
泥厂尧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等单位进行了
现场安全检查遥 通过检查袁王国英表示袁
长城铝野两会冶期间安全措施得力袁各项
安全活动扎实开展袁取得了良好的成绩遥

他希望长城铝各级安全管理人员要在发
扬和保持现有成绩的基础上袁 继续在安
全工作的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袁 力争
在市经委系统中成为野出典型尧出经验冶
的表率企业遥

对野两会冶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袁长
城铝给予了高度重视袁 采取多项措施确
保安全生产遥 这些措施主要有院一尧组织
各二级单位于 猿 月 远 日至 员苑 日开展野春
季冶及野两会冶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遥 二尧
抽调各单位专职安全人员深入现场袁进
行安全互查袁共查出隐患 缘远 条遥 三尧组织
各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学习贯彻长城铝安

全环保 员 号文件和副经理孟若志安全环
保消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袁 并深入
开展讨论袁 强化各级安全管理人员的责
任意识尧服务意识遥 四尧加强安全管理信
息上报的及时性尧准确性袁确保野两会冶期
间信息顺畅袁为应对突发事故做好准备遥
五尧加快野四级冶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签订
工作袁猿 月底前安全责任分解到人遥六尧开
展 圆园园苑 年度第一次全员安全知识答题
活动袁全员参与率在 怨园豫以上袁及格率达
员园园豫遥

通过以上措施袁到目前为止袁长城铝生
产经营工作平稳运行袁安全生产无事故遥

郑州市经委领导检查长城铝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马义林冤按照惯例袁猿

月 员缘 日是我企业生活区冬季供暖结束的
时间遥 然而袁由于近日郑州遇到野倒春寒冶
天气袁阴雨尧大风导致气温持续较低袁我企
业决定袁延长生活区集中供暖时间袁具体
停暖时间依天气情况而定遥

据介绍袁延长供暖时间有助于广大职
渊员冤工平稳度过此次野倒春寒冶袁同时也是
我企业人性化管理和服务的体现遥

供暖时间延长后袁热力厂尧后勤服务
管理中心等单位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袁及时
调整工作计划袁 继续做好设备维护等工
作袁保证供暖工作正常顺利进行遥

我企业延长生活区

集 中 供 暖 时 间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邓广顺 陈志斌 杨冬花冤日
前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圆园园远 年度优质工程评选活
动揭晓袁河南分公司工程公司承建的 苑园 万吨氧化
铝扩建项目中袁五个子项荣获部级优质工程称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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