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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缘 月 圆圆 日袁长城铝纪委召开了两
公司纪委书记工作会议袁总结前阶段工作袁安排
部署 远月份主要工作遥 长城铝党委副书记尧纪委
书记崔平出席了会议遥 会议由长城铝纪委副书
记尧监察室主任张克山主持遥

会上袁张克山宣读了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王任
尧同志在省纪委监察厅机关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情况汇报会上的讲话文件精神和关于韩平严重
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遥

会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要从韩平严重
违纪违法案件中汲取深刻教训袁严格遵守法律和

会议确定在 远 月份集中开展 野反腐倡廉宣传
教育月冶活动遥 一尧在新闻媒体上开辟叶讲正气尧树
新风尧促发展曳主题教育专栏曰二尧在电视台播放反
腐倡廉教育片和野铝城正气歌歌咏晚会冶的优秀节
目曰三尧在信息平台上提供反腐倡廉警示片供下载
播放曰四尧组织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到反腐倡廉宣教
基地进行警示教育曰五尧制作发放中层以上管理人
员廉洁从业警示牌曰六尧组织开展野家庭助廉冶知识
答题活动曰七尧召开野当好廉内助袁树立廉家风冶座
谈会曰八尧要求各单位确定 猿至 缘个工作岗位或部
门袁作为开展廉洁文化的重点岗位袁开展野争做廉

缘 月 圆源 日袁 记者来到河南分公司重点工程碳素
源 号焙烧炉节能改造工程现场袁 发现工程已进入砌
炉阶段袁 施工任务已完成过半遥 该工程由长城铝建
设公司承建袁 缘 月初已完成土建工程并转入砌炉阶
段袁 砌炉工作预计本月底前完工遥 该工程总工期 猿
个月袁 计划于 远 月底点火试炉遥 碳素 源 号焙烧炉由
过去以重油为燃料改为使用天然气袁 这既节约了能
源又增加了产量袁 投产后可年产碳素制品 缘万吨遥

图为碳素 源 号焙烧炉施工现场袁 建设公司职工
正在砌耐火砖遥

孟友光 杨苒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 通讯员

晁阳 实习生 杨喆冤为进一步深化创
建企业文化创新野示范基地冶工作袁
充分展示企业文化创新成果袁 交流
经验袁缘月 圆圆日袁河南分公司召开了
企业文化创新野示范基地冶创建经验
交流及座谈会遥 分公司企业文化部
经理陈金旺袁副经理智泽斌尧曹杰出
席会议袁 各二级单位企业文化科科
长尧圆园园苑 年创建野示范基地冶试点车
间党支部书记等 缘园 余人参加了会
议遥

与会者观看了 圆园园远年通过验收
的两个野示范车间冶的创建工作专题
片要要要机械制造公司铆焊车间的叶铆
焊人的文化创新之路曳尧 氧化铝一厂
八车间的叶员工为本袁管理为魂袁 确
保生产优质高效曳的专题片遥

机械制造公司作了 叶培育诚信
机械袁 打造诚信品牌袁 实现和谐共
赢曳的经验介绍遥

氧化铝一厂等 员猿 家单位结合
各自工作袁就 圆园园苑年企业文化创新
野示范基地冶创建工作袁畅谈了工作
进展情况尧 体会以及下一阶段创建
的思路尧目标和具体措施遥

随后袁 智泽斌通报了中铝公司
环境视觉识别系统和理念识别系统
整合的进展情况袁 并部署了下一步
的创建工作遥

最后袁陈金旺强调院一尧创建活
动的根本目的是要提升生产管理水
平袁提高经济效益袁提高员工队伍素
质遥 二尧在创建工作中袁要通过领导
的身体力行和员工的广泛参与袁使
企业理念深入人心遥三尧创建工作要

河南日报讯 渊记者 于亚男 通讯员 李国刚 代金
林 马三朝冤 氧化铝产量尧产能尧资产总值和销售收入
均比 圆园园员 年翻了一番袁三项指标居亚洲第一并跻身世
界五强曰产品综合能耗比 圆园园员 年降低 圆园豫以上袁万元
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 圆园豫以上袁 处理中低品位矿石
节能水平国际领先遥

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通过深化自主创新袁 加快结
构调整袁推进节能减排袁不仅使生产经营连年迈上新台
阶袁而且节能减排提前 缘 年达到国家标准袁走出了一条
资源型产业转变增长方式的科学发展之路遥

强管理院突破资源紧张瓶颈

圆园园圆 年袁中铝郑州企业重组改制袁我省铝工业得到
迅猛发展遥 但资源严重紧张的现状袁制约着我省铝工业
的发展遥 中铝河南分公司采取措施袁缘 年整改缺陷
圆猿园园园 余项曰 围绕节能减排制订管理和技术等标准
缘园园猿项袁 首家通过全国 源粤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验
收曰坚持全员节能袁推行野消除浪费尧创造价值尧持续改
进冶的标准量化生产管理模式袁将成本指标和节能指标
量化到各个生产环节遥 与改制前的 圆园园员 年相比袁氧化
铝尧 铝锭尧 碳阳极综合能耗分别下降了 猿园豫尧缘豫和
圆园豫袁新水消耗降低 猿苑豫袁煤耗降低 圆源豫袁单位产品综
合能耗连续 缘 年保持 源豫的降幅遥

重科技院高扬自主创新旗帜

野科技创新是一座挖不尽的金山遥 冶河南分公司总
经理王熙慧如是说遥 该公司基本建起以创新尧集成尧转
化为显著特点的科技创新体系袁 使管道化系统的运转
率尧台时产能和节能环保效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袁单位
产品工艺能耗比传统的高压溶出降低 缘园豫以上遥 依托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袁 河南分公司建成了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水硬铝石管道化溶出技术示范基
地袁带动了我国铝工业的节能降耗装备技术升级遥

圆园园圆 年以来袁河南分公司 远源 项科技成果通过省部
级鉴定袁苑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袁圆圆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袁科技成果转化率达 怨圆豫袁科技项目整体回报率连续
缘 年保持在 猿园豫以上遥

大投入院加大投入促进结构调整

中铝河南分公司积极淘汰落后设备袁缘年完成高新
技术投资 苑园亿元袁仅节能环保专项投入就达 员员亿元以
上遥 产品结构调整为实现节能减排尧减污增效的科学发
展奠定了基础遥 集国际领先节能减排技术和先进装备于
一体的 苑园万吨氧化铝项目袁因采用能耗低的野石灰拜耳
法生产氧化铝技术冶袁工艺设备投资节省 圆源援苑豫袁生产能
耗降低 源园豫袁 创造了国内同类项目节能效果最好记录遥
通过电解铝产品结构调整袁 直接用铝液加工生产铝合
金袁降低了能源消耗袁年创效 圆员园园万元以上遥

抓回收院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加大对工业野三废冶的回收再利用遥 水的重复利用
率和余热循环利用率分别达到 愿远豫和 苑缘豫袁缘 年节水
远园源万吨曰综合利用灰渣和赤泥 源园万吨以上曰从废弃的
母液中提取金属镓袁成为亚洲最大的金属镓尧高纯镓和

氧化镓生产基地袁圆园园远 年高附加值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员圆亿元以上遥 实施清洁生产
项目 愿远远 项院精矿选矿工程尧赤泥和灰渣综合利用项目等一大批节能减排项目全面
铺开曰采用悬浮焙烧炉全部替代了高能耗的焙烧窑袁使吨氧化铝的油耗降低 源园豫曰
产量翻番袁 而且工业烟尘尧 氟化物尧 厂区和生活区降尘量分别比 圆园园员 年削减了
猿缘豫尧愿愿豫尧猿远豫和 猿圆豫袁主要环保指标全部达到或优于国家标准遥

问及今后的目标袁王熙慧胸有成竹地说院野我们将继续坚持以自主创新为主线袁
以提质降本尧节能减排尧安全稳产为重点袁以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尧转变增长方式为
方向袁力争到耶十一五爷末资产总值和销售收入双双突破 员缘园亿元袁万元生产总值能
耗比耶十五爷末下降 圆园豫遥 冶

本报讯 渊记者 刘晓宁冤为进一步将河南分
公司 圆园园苑年发展思路研讨会和一届四次员代会
精神落到实处袁按照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
精神袁分公司有关人员起草了叶河南分公司野十一
五冶发展规划渊草稿冤曳遥 缘月 圆员 日袁河南分公司召
开专题会议袁就叶野十一五冶发展规划渊草稿冤曳进行
了认真研究和讨论遥 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袁
公司党委书记尧 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建袁分
公司副总经理吕子剑尧江新民尧李海明尧刘保正袁
公司工会主席纪行袁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鲍宇和副

总工程师张伦和出席会议袁部分二级单位行政一
把手和相关部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并逐句阅读了叶河南分公
司野十一五冶发展规划渊草稿冤曳袁对叶草稿曳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讨论袁并提出了自己的
意见和看法遥 结合这些意见和建议袁河南分公司
将对叶野十一五冶发展规划渊草稿冤曳作进一步的修
改和完善袁 最终形成切合实际尧 具有指导性的
叶野十一五冶发展规划渊定稿冤曳袁以引领和指导分公
司今后 缘 年的发展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磊冤缘 月 圆圆 日
上午袁长城铝领导李天庚尧张维华尧孟
若志尧 霍本龙带领有关部室领导到建
设公司就其生产经营工作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调研遥

会上袁 建设公司领导向长城铝领
导汇报了 员 至 源 月份生产经营情况袁
成本尧 利润创收完成情况以及 员 至 远
月份生产经营目标预计实现情况袁目
前存在的问题袁 需要长城铝协调解决
的事项袁下阶段目标尧工作思路遥

长城铝副经理张维华尧孟若志尧霍
本龙分别就市场开拓尧资金回笼尧用好
人才等方面给建设公司提出了指导性
意见遥

长城铝经理李天庚在充分肯定建
设公司 员至 源月份生产经营取得的成绩
的同时袁 指出院 一要进一步拓展生存空
间袁 开创新的经济增长点曰 二要打好基
础袁实现扩大业务规模上台阶尧效益上台
阶和管理上台阶曰 三要在激励职工和推
进人才强企方面动脑筋尧下工夫曰四要坚
持发展好国内外钢结构市场袁 以良好的
质量信誉赢得客户满意曰 五要注重安全
生产袁确保安全生产目标圆满实现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玉焕 冤缘月 圆圆
日下午袁长城铝领导李天庚尧张维华尧
霍本龙带领有关部室领导到水泥厂就
其生产经营工作进行了调研遥

水泥厂领导向长城铝领导汇报了

员 至 源 月份生产经营情况袁成本尧利润
创收完成情况以及 员 至 远 月份生产经
营目标预计实现情况袁 目前经营中存
在的问题袁 需要长城铝协调解决的事
项袁下阶段目标尧工作思路遥

随后袁副经理张维华尧霍本龙分别
就水泥厂的发展提出了希望和要求遥

长城铝经理李天庚在充分肯定水
泥厂 员 至 源 月份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作
出了重要指示院 一是水泥厂要结合自
身特点袁 充分利用产业政策和技术进
步的优势袁 找准出路袁 做好水泥求生
存袁依托主业求发展遥 二是要抓住销售
旺季袁 充分发挥新窑新磨系统的技术
优势袁尽快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遥三是
充分利用工业废渣废料生产水泥袁达
到环保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双重效果遥
四是利用粉煤灰生产轻质建材项目袁
做好复合水泥生产袁充分用好政策袁降
低水泥成本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安志伟冤缘月 圆猿
日上午袁由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尧霍本
龙带队袁 长城铝有关部室负责人组成
的调研组对总医院进行了调研遥

总医院领导对 员 至 缘 月份工作进
展情况袁工作中的难点尧重点及需要长
城铝协调解决的问题向长城铝领导作
了汇报遥

孟若志尧 霍本龙在肯定总医院为
企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袁 对总医院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袁 还对医院急需
解决的项目进行了沟通和探讨袁 并初
步形成了处理意见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邓建新冤缘月 圆猿
日下午袁长城铝领导张维华尧孟若志尧
霍本龙带领有关部室领导到后勤服务
管理中心就 员 至 源 月份生产经营工作
进行调研遥

会上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领导向
长城铝领导汇报了 员至 源 月份生产经
营情况和 员 至 远 月份生产经营目标预
计实现情况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尧下
阶段主要工作思路尧 需要公司协调解
决的问题遥

长城铝副经理张维华尧孟若志尧霍
本龙分别对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的工作
提出了希望和要求院一是要牢固树立大
服务意识袁在立足于做好为企业服务的
基础上袁积极拓展社会服务市场曰二是
按照上街区城建规划袁加大旧区改造力
度曰三是认真做好后勤服务改革工作遥

本报讯渊记者 刘晓宁 通讯员 杜
新立冤缘 月 圆源日袁 长城铝领导张维华尧
孟若志尧 霍本龙带领有关部室负责人
到技校尧工学院进行了调研遥

上午袁张维华尧孟若志尧霍本龙一
行来到技工学校袁 听取了技校领导关
于今年 员 至 源 月份工作情况的汇报袁
以及全年的工作目标尧 措施和需要长
城铝协调解决的问题遥

听完汇报后袁长城铝领导充分肯定了
技校今年前 源个月所取得的工作成绩
针对技校提出的需要长城铝协调解决
的问题袁长城铝领导一一作了答复和安
排遥 长城铝领导希望技校发扬成绩袁树
立信心袁克服困难袁一方面袁要巩固并抓
好中铝郑州企业以及中铝在豫企业这
个内部市场袁另一方面袁要积极拓展周
边省市非中铝系统的铝工业企业这个
外部市场袁内外两手抓袁使技工学校的
教育培训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遥

下午袁调研组一行来到工学院遥 在
听取了工学院领导关于今年前 源 个月
的工作情况汇报以及需要长城铝协调
解决的问题后袁长城铝领导认为袁该院
管理者和全体教职工能够积极转变观
念袁具有开拓精神和自强精神袁值得发
扬遥 针对该院反映的问题袁长城铝领导
一一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讨袁 并提出
了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遥 长城铝领
导还提出院一尧工学院要在巩固主业的
基础上袁 进一步探索学历升级教育等
其他教育模式曰二尧要发挥自身优势
打响自身品牌袁三尧要加强院企联合
实现优势互补曰四尧要加强内部管理
教职工要提高业务素质袁 为工学院的
持续发展打好基础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周鹏冤日前袁经中国设备
管理协会尧中国设备工程专家库评审委员会审
定袁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被评定为中国设
备工程专家库国家级专家袁 副总经理刘保正尧
总经理助理鲍宇也同时被评定为中国设备工
程专家库高级专家遥这是继连续两届获得中国
设备管理优秀单位称号后袁河南分公司在设备
管理领域获得的又一项殊荣遥

王熙慧尧刘保正尧鲍宇入选
中国设备工程专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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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铝领导到六家单位调研编 者 的 话 圆园园远年袁河南分公司氧化铝
产量尧产能尧资产总值和销售收入
均比 圆园园员年翻了一番袁产品综合

能耗比 圆园园员年降低 圆园豫以上袁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
降 圆园豫以上袁节能减排提前 缘年达到国家标准遥 此消息被
新闻媒体得知后袁叶河南日报曳在 源月 圆怨日一版尧六版显
著位置刊登了这篇文章遥 现把叶河南日报曳刊登的文章转
登出来袁以鼓舞广大职渊员冤工再接再厉袁取得更大成绩遥

河南分公司召开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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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素 源 号焙烧炉
工 程 进 展 过 半

公司纪委

部署野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冶活动

近日袁河南分公司氧化铝四尧五蒸发
能技术重点改造项目进入厂房钢结构
除阶段遥分公司工程公司克服施工场地

除了四蒸发厂房及设备袁预计月底前将完
成五蒸发钢结构的拆除袁下一步将进入土
建施工阶段遥 图为五蒸发拆除施工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