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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 通

员 雷斌冤近日袁河南分公司防汛
组织检查组对分公司防汛设施
行了检查遥
检查组由河南分公司副总经

江新民带队袁 深入分公司各重
防汛点和可能出现险情的地
袁 对各单位防汛前期准备工作
行了检查遥 通过检查袁检查组对

定袁同时对氧化铝二厂 员愿号路尧西
南门至碳素厂路口路段尧自备电厂
排洪沟西段尧厂西铁路牵出线等防
汛准备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遥江新
民强调袁各单位要牢固树立野抗大
洪尧防大涝冶思想袁认真贯彻分公司
防汛工作会议精神袁按照野百年一
遇冶的标准做好防汛工作袁进一步
完善厂内外排洪系统袁 做一万袁防

分公司检查防汛工作

借国家 圆园园苑 年野科技周冶活动的总体安排袁缘月 员愿 日袁河南分公
司在厂前路举办了以野展示科技成果袁推动科技进步冶为主题的黑板
报展评活动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王立建尧崔平尧李海明尧纪行
及有关部室负责人观看了板报展遥 氧化铝一厂尧二厂袁电解厂袁运输
部袁工程公司袁研究院袁设计院等十多个单位参加了展评活动遥 此次
评选出的优秀展板将代表河南分公司参加上街区统一组织的野科技
周冶活动遥 孟友光 苏小鹏 刘 玲 王秋丽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 通讯员 苏小鹏冤
自备电厂是河南分公司继 苑园 万吨氧化铝
项目建设后的又一重点工程袁 项目开工以
来备受大家关注遥 缘月 员苑日袁记者就工程进
展情况袁 采访了自备电厂厂长全向东和总
承包方中铝国际河南工程项目部总经理阮
左正遥

自备电厂项目自 圆园园远 年 猿 月 圆园 日正
式开工建设以来袁 河南分公司积极为中铝
国际创造优良的施工环境和条件遥 自备电
厂全体人员积极配合施工建设袁 确保了工
程进展顺利遥 他们在监督工程质量尧督促工
程进度尧 现场协调服务尧 保证施工安全方
面袁尽心尽职地发挥作用遥 同时袁他们还有
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生产准备工作袁 目前已
完成了大部分员工的技术培训工作袁 编制
完成了三大规程及规章制度尧试车方案袁为
竣工投产做好了生产前的准备工作遥

目前工程中的燃料供应系统正在安

装袁 已完成工程进度的
愿园豫曰员号锅炉已进入筑
炉阶段袁 完成了工程进
度的 怨园豫曰圆 号锅炉现
正在安装中曰 汽轮机和
发电机组也正在组装曰
除尘排烟系统已完成
员愿园 米烟囱的施工曰员 号
除尘系统施工已完成曰圆
号除尘系统正在施工之
中曰 化学水处理系统目
前已进入全面安装阶段袁 已完成工程总量
的 愿园豫曰循环冷却水系统渊冷却塔冤已基本
完工袁具备试水条件曰循环水泵房完成工程
进度的 远园豫曰 厂区综合管网施工目前已全
面展开曰 办公楼车库及浴室主体工程已完
工袁现正在进行装修遥

由于种种原因袁 目前施工进度不很理
想遥 现工程承包方正积极抓住当前施工的

黄金季节袁加紧施工袁目前袁整体工程正在
稳步推进中袁 预计工程将在 圆园园苑 年 员员 月
底完工遥

淤建设中的工程遥 于粗具规模的煤堆
场遥盂冷却塔管道施工现场遥孟友光 摄影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国华 宋志强冤野今天我
们召开的会是关于 耶苑园 万吨爷 达标的技术攻关
会袁也是一个耶诸葛会爷遥请大家畅所欲言袁找出问
题的关键袁确保达标任务的完成遥冶河南分公司副
总经理吕子剑在 缘 月 员缘 日召开的 苑园 万吨氧化
铝项目达标技术攻关会上说遥

缘 月 员缘日袁河南分公司 苑园万吨氧化铝项目
达标技术攻关会及氧化铝二厂科技攻关会召开遥
吕子剑和技术开发部尧生产运行部尧装备能源部尧
设计院尧矿产资源部尧计划经营部尧总计控室尧项
目部尧研究所等有关部室负责人以及氧化铝二厂
党政领导和各部室尧车间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氧化铝二厂行政副厂长曹彦卓就落实

分公司 苑园 万吨氧化铝项目达标技术攻关会精神
和二厂达标问题进行了重点汇报遥

分公司机关各相关部室负责人就落实总经
理现场办公会精神袁围绕达标提出的问题作了针
对性发言遥同时袁生产尧技术等部门对二厂的主要
经济技术指标的达标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
估袁对生产中的瓶颈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遥

最后袁 吕子剑肯定了近段时期各相关部室尧
氧化铝二厂为达标生产所作出的积极努力袁并对
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许遥 同时袁他要求各有关单位
要服务生产大局袁继续为氧化铝二厂的生产和达
标工作提供强力支持袁并要围绕会议精神重点抓
好工作的落实和技术攻关工作遥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宇冤缘 月 员缘 日袁长城铝召开了
圆园园苑 年度野降本增效尧持续发展冶劳动竞赛推进会遥
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尧 副书记崔平和公司工会主席
纪行尧 长城铝副经理霍本龙出席了会议遥 计划发展
部尧实业管理部尧财务部尧人事部尧技术研发部尧党委
宣传部以及所属各二级单位有关领导和劳模代表参
加了会议遥

会议由公司工会副主席孟德正主持遥 他宣读了
长城铝叶关于开展野降本创效尧持续发展冶劳动竞赛的
通知曳遥

纪行作了动员讲话遥 他要求院 一要在竞赛发动
上袁做到野广冶袁宣传发动全员参与曰二要在竞赛指标
上袁做到野精冶袁努力贴近实际曰三要在竞赛效果上袁做
到野实冶袁加强检查考评曰四要在竞赛激励上袁做到
野活冶袁真正达到野双赢冶遥

水泥厂尧建设公司尧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尧总医院尧
众鑫公司的代表作了发言表态遥

水泥厂职工郭军伟代表长城铝野十佳冶知识型工
人袁向广大职工发出倡议院要决心以劳动竞赛活动的
开展为契机袁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袁立足本职袁无私
奉献袁为长城铝的持续尧和谐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遥

霍本龙要求各单位院一要提高认识袁高度重视劳
动竞赛活动开展的重要意义遥二要结合自身实际袁抓
好竞赛活动的落实遥各单位要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尧符
合企业自身特点和发展要求的竞赛活动方案袁 切实
将劳动竞赛活动抓实袁抓好袁抓出新成效遥

崔平代表公司党委对今年开展的劳动竞赛提出
了几点要求院一尧提高认识袁突出重点袁认真开展野降
本创效尧持续发展冶劳动竞赛遥 二尧提升素质袁典型引
领袁推动长城铝全年方针目标的实现遥三尧创新思路袁
着眼基层袁全面实现野降本创效尧持续发展冶的劳动竞
赛目标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刘晓宁冤缘月 员缘 日袁长城铝控
股公司广州冶炼厂的十余名劳模在该厂原厂长
张洪草的带领下到长城铝进行了参观学习遥公司
党委书记王立建尧长城铝副经理张维华尧公司工
会主席纪行热情接待了他们遥

王立建代表长城铝党政工领导在致辞中对广
州冶炼厂劳模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遥他充分肯定了
广州冶炼厂近年来的生产经营业绩袁并希望广州冶
炼厂劳模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袁在今后的工作
中再创骄人业绩袁为企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遥

张维华向广州冶炼厂的劳模们介绍了长城
铝近年来的改革发展情况遥长城铝在二届五次职
代会上袁将广州冶炼厂工业制造中心项目列为今

年的七大重点项目之一袁这为广州冶炼厂的可持
续发展打下了基础遥张维华向劳模们通报了该项
目开工前的建设审批尧资金筹措等的进展情况遥

纪行简要介绍了公司工会的概况以及近年
来取得的成绩袁并着重介绍了公司工会开展野四
项工程冶的情况遥

张洪草代表广州冶炼厂的劳模们对长城铝
各级领导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遥 他表示袁看到长
城铝这个野大家庭冶的发展变化后深受鼓舞袁回去
后一定会更好地工作袁为广州冶炼厂和长城铝的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广州冶炼厂的劳模们还到建设公司尧水泥厂
进行了实地参观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刘晓宁 实习生 杨苒 通讯员

余汉辉冤缘 月 员缘日袁 记者从郑州长城铝业碳素股
份有限公司四届三次董事会上获悉袁圆园园远 年袁碳
素股份在市场波动尧资金紧张尧技术人员缺乏的不
利形势下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袁灵活经营袁务实创
新袁 强化管理袁 挖潜增效袁 全年生产碳阳极生坯
圆园怨猿愿 吨袁实现销售收入 猿愿苑源 万元袁全面完成了
董事会下达的生产经营指标遥

会上袁该公司总经理李有权作了工作报告袁全
面总结了 圆园园远年的生产经营业绩袁分析了存在的
问题袁并对 圆园园苑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遥 会议审议
并原则通过了该公司 圆园园远 年度生产经营工作报
告和 圆园园远年财务决算及 圆园园苑年财务预算工作报
告袁听取了煅后焦生产线建设情况袁并对发展焙烧
系统初步设想方案进行了充分讨论遥会议决定袁今
年 远 到 苑月份召开碳素股份股东大会遥会上袁长城
铝副经理兼碳素股份董事长张维华和李有权签订
了叶圆园园苑 年生产经营绩效考核责任书曳遥

张维华在讲话中指出袁 碳素股份各级领导班
子和广大职工在去年的生产经营中付出了艰辛的
努力袁取得了显著业绩袁为企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袁董事会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针对今后的工作袁
张维华强调袁要做好历史遗留账目的清欠工作袁保
证公司资金流的顺畅曰要继续加强质量管理尧设备
管理尧资金管理尧安全管理袁保证公司持续尧稳定尧
健康发展曰要抢抓机遇袁在现有政策下争取更大的
支持袁获得进一步发展袁以更好的生产经营业绩回
报股东和广大股民袁 为稳定职工队伍建设和构建
和谐中铝郑州企业作出应有的贡献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刘晓宁 实习生

杨苒冤对于中国长城铝业公司中心
中学来说袁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
日子遥 因为这天袁中心中学正式更
名为野郑州市第一〇〇中学冶遥这标
志着这所有着 源愿 年历史的学校从
此跨入了一个新的起点遥

上午袁艳阳高照袁晴空万里袁长
城铝中心中学隆重举行了更名揭
牌仪式遥 上街区政协副主席卢裕
华尧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以及上街
区人事局尧财政局尧教育体育局和
长城铝人事部尧计划经营部尧实业
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出席了仪式遥中
心中学的部分教职工和学生代表
参加了仪式遥

长城铝中心中学前身是始建于
员怨缘怨年的郑州铝业公司子弟学校袁

历史上曾更名为野缘园猿厂子弟中学冶
野郑州铝厂子弟中学冶等遥 近年来袁学
校在特长生培养方面实现了较大的
突破袁 教育教学质量在市企业学校
评比中名列前茅袁 先后荣获有色系
统先进学校尧示范学校等称号袁被评
为野郑州市文明单位冶袁并连续 员远年
获郑州市教育教学先进单位称号
在更名揭牌仪式上袁 该校校长王宝
钧表示袁 学校今后的发展任重而道
远袁全体教职员工一定会发扬成绩
奋力开拓袁创新求实袁把学校办出特
色袁办出优势袁向野一流质量尧一流管
理尧一流学校冶的目标迈进遥

在漫天的礼花和欢快的乐曲
声中袁卢裕华和孟若志共同为野郑
州市第一〇〇中学冶揭了牌遥

徐宏昶 摄影

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 孟友光 实习

生 杨吉吉冤今天上午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召开会议熏贯彻落实中国铝业公司法律事
务及普法工作会议精神袁 安排部署两公
司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和野五五冶普法
工作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王立建尧
崔平尧江新民尧纪行出席了会议遥 公司党
委宣传部部长李国刚主持了会议遥 两公
司各二级单位有关领导及负责人一百五
十余人参加了会议遥

公司工会主席纪行首先介绍了中国
铝业公司 圆园园苑 年法律事务及普法工作
会议召开的情况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平简要传达了中
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吕友清在 圆园园苑 年
中国铝业公司法律事务及普法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遥

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江新民传达了
中国铝业公司 叶关于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的第五个五年规划曳和叶中国铝业公司法
律顾问管理办法曳遥

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作重要讲话遥他
指出熏法制建设和普法工作是一项功在全
局尧利在长远的崇高事业遥 日前在中国铝
业公司 圆园园苑年法律事务及普法工作会议
上袁中铝郑州企业的普法工作得到了中铝
公司的充分肯定袁并作为第一家代表作了
经验介绍遥 王立建强调袁我们要尽快健全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袁为促进两公司持续健
康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熏努力
实现争创野五五冶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
单位的目标遥 王立建还要求院一要发扬成
绩袁提高认识袁切实增强做好法制建设和
普法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遥二要围绕中
心袁真抓实干袁扎扎实实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法制建设和普法工作遥三要加
强领导袁落实责任袁努力开创两公司法制
建设和普法工作的新局面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玉焕冤近日袁从河南省
散装水泥办公室传来喜讯院 长城铝水泥厂荣获
野圆园园远 年度全省发展散装水泥先进单位冶称号遥

散装水泥与袋装水泥相比袁 具有节约资源
和包装费用尧 降低成本尧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优
势袁 在销售价格上比袋装水泥每吨可降低数十
元袁同时还具有降低水泥粉尘排放程度尧减少环
境污染尧改善劳动条件等多项优点遥 多年来袁水
泥厂大力发展散装水泥袁圆园园远 年水泥厂共销售
散装水泥 猿猿万多吨遥

加强法制建设 深化依法治企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召开法律事务及普法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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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厂获 野河南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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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苑园 万吨冶达标野诸葛会冶召开

中心中学更名为 野郑州市第一〇〇中学
广州冶炼厂劳模回 野家 冶参观

自备电厂正加紧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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