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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尧建筑等重点行业是能
耗排污大户袁同时也是当前节能
减排潜力最大的领域遥 近几年
来袁水泥厂在长城铝的正确领导
下袁以野立足资源综合利用袁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袁打造绿色水泥品
牌冶为持续发展战略袁紧扣野最少
的资源冶尧野最少的排放冶 两个环
节袁着力开展以野节能尧降耗尧减
污尧增效冶为主题的节能减排工
作遥

目前袁 水泥生产技术与装备的进步是水泥厂节能
降耗的关键遥 圆园园缘年实施的湿磨干烧窑技术改造袁不
仅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袁 仅电耗一项每年就可节约
资金 圆愿园万元曰同时袁该生产线安装了国内目前最先进
的收尘设备袁投用后吨水泥粉尘排放量降低了 怨愿援缘豫袁
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 怨源援远豫袁大大优于国家排放标准遥
后来又实施了锟压机预粉磨新技术尧磨内筛分技术尧自
动控制技术和低耗能输送技术袁 使系统电耗大幅度降

低袁废渣利用率和生产稳定性进一步提高遥投资 员苑园 余
万元对水泥包装系统进行全面改造袁 实现了袋装水泥
自动装车袁减少了站台储存和人工的二次倒运袁每年可
节约资金近百万元曰更为重要的是袁该系统采用低压脉
冲除尘器对生产过程中的废气进行处理袁 大大改善了
职工的工作环境遥

野变废为宝冶袁发展循环经济袁实现节约型经济增长
方式一直是水泥厂努力的方向遥 从 员怨怨苑 年开始袁水泥
厂积极响应国家和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号召袁 使用赤
泥尧 钢渣等 远 种工业废料和其他原料进行水泥生产遥
圆园园缘 年袁 水泥厂又成功完成了 猿 种工业废料添加试
验袁使水泥生产的工业废料的添加品种达到了 员缘 种之
多袁实现了整个水泥生产过程的低消耗尧无污染尧清洁
化和高效益袁 产品也被权威部门评为绿色建材产品遥
圆园园缘 年袁水泥厂综合利用各种工业废渣 圆员 万吨袁占全
年水泥生产投入原料总量的 猿远豫曰圆园园远 年袁 水泥厂工
业废渣利用量更是达到 猿缘 万吨熏 占全年水泥生产投
入原料总量的 源员豫遥 员怨怨苑 年以来袁我们在水泥生产过
程中添加各种工业废弃物 员缘园余万吨袁 节约矿产资源

员缘园余万吨遥
我们虽说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袁 但是

未来的道路还将是任重而道远袁 如何在节能减排上催
生新技术开发是我们今后节能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遥
针对河南分公司锅炉改造和大鹏电厂投用后预计每年
粉煤灰外排量将达到 猿园万吨以上这一新情况袁我们还
将利用新技术转化袁 提高水泥生产过程中粉煤灰的掺
加量遥 同时袁开展粉煤灰砖尧风选一级商品粉煤灰等新
产品的开发袁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稳步提高遥另
外袁 利用水泥熟料生产过程中的余热发电是水泥工业
节能的重要途径遥目前袁水泥厂成立的节能减排技术攻
关组正对进一步加大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进行
实验遥此技术的采用袁可以有效降低水泥生产过程的能
源消耗袁将废气中的热能转化为电能袁具有显著的节能
效果遥在未来的发展中袁水泥厂有信心也有能力打造成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 实习生

小鹏冤 中铝郑州企业唯特俱乐部
园苑 野氧化铝杯冶 篮球赛于 远 月 员缘
下午熏在灯光球场隆重举行遥
中铝郑州企业领导王熙慧尧李
庚尧吕振树尧姜小凯尧孟若志尧崔
尧江新民尧李海明尧刘保正尧纪行尧
和平和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鲍
出席了开幕式遥
在激昂奋进的乐曲声中袁 氧化

一厂尧二厂等 源员支代表队 猿园园 余
运动员袁英姿飒爽地进入了会场遥
公司工会主席纪行宣布了中铝

州企业唯特排球尧棋牌尧游泳俱乐
及机构的名单遥 王熙慧尧李天庚尧
小凯向排球尧棋牌尧游泳俱乐部协
的 猿 位会长郑重授旗遥 承办单位

式的中铝郑州企业领导尧 运动员尧裁
判员和观众朋友致了欢迎词遥

长城铝副经理尧中铝郑州企业体
育协会主任孟若志致开幕词遥 孟若志
说袁本次野氧化铝杯冶篮球比赛袁旨在提
高全体职渊员冤工的身体素质与健康水
平袁增强职渊员冤工队伍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袁 增进中铝郑州企业各单位之间
的交流袁共同打造和谐尧稳定尧繁荣的
企业文化遥 活动的开展必将为中铝郑
州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健康快速发
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遥

开幕式后袁随着野嘟冶的一声哨
响袁王熙慧抛起篮球开球袁水泥厂代
表队和碳素厂代表队跃起争球袁比赛
由此拉开序幕遥 在为期 员员天的比赛
中袁 男女 源员个代表队将经过 员园园 场

本报讯 渊记者 孟友光 通讯员 梁涛 宋
晓勇 实习生 苏小鹏冤 为做好今年的防汛工
作袁长城铝武装部根据公司党委的要求袁于 远
月 圆员 日组织预备役和民兵应急分队义务清
理了防洪沟渠遥

在河南分公司西门外袁 中铝郑州企业预
备役八连尧九连尧民兵应急分队以及部分单位

职渊员冤工代表二百多人下阴沟尧挖淤泥袁疏通
清理着防汛沟里堆积的污泥尧杂物遥

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尧 长城铝副经理孟
若志尧 武装部部长姚松林等领导亲自到现场
检查袁并慰问了参加劳动的民兵和职渊员冤工遥

此次清理疏通防洪沟二百余米袁 清运堵
塞水沟的淤泥尧沙石等杂物七十多立方米遥

发 展 循 环 经 济 打 造 绿 色 水 泥
水泥厂厂长 孙松林

本报讯 渊记者 刘晓宁冤远月 圆园 日袁公司党委中心
组开展了野反腐倡廉冶专题教育遥中心组成员观看了中
纪委反腐倡廉宣教片袁学习了叶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
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
定曳的有关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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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龙袁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鲍宇袁长城铝经理助理
张宇震尧副总会计师丁一袁公司党委常委尧组织部部长
时跃华袁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李国刚等人参加了专题
教育会遥

与会人员首先观看了中纪委反腐倡廉宣教片叶忏
悔录曳遥宣教片揭示了数名反面典型滥用权力尧贪赃枉
法尧信仰动摇尧防线失守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袁一
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实袁一句句声泪俱下的忏悔袁使大
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崔平作为此次中心组
学习的重点发言人作了发言遥他着重从三个方面谈了
有关反腐倡廉尧廉洁从业的体会院一是正确把握当前
反腐倡廉工作的形势曰二是全面理解叶规定曳的精神实
质曰三是认真做好叶规定曳的宣传贯彻和落实遥 他还结
合国有企业实际谈了贯彻落实叶规定曳应该做好的工
作遥

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作了总结讲话遥他希望大家
汲取宣教片中的教训袁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袁永葆党的
先进性遥同时袁要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叶规定曳精神袁尤
其是野八项禁止性规定冶内容袁领会党中央有关反腐倡
廉尧廉洁从业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袁用好自己手中的权
力袁为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作贡献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雷斌 肖明冤为
进一步锻炼突降暴雨情况下防汛应
急预案的启动和处置突发问题的能
力袁远 月 员愿 日袁河南分公司防汛办组
织开展了一次防汛演练遥 生产运行
部尧安全环保部尧装备能源部尧氧化
铝一厂等单位参加了防汛演练遥

防汛演练模拟厂区突降暴雨袁
生产运行部总调度室迅速启动防汛
应急预案袁 通知各单位做好防汛工
作袁并部署防汛工作要点遥 安全环保
部尧装备能源部尧氧化铝一厂尧氧化
铝二厂尧电解厂尧碳素厂尧热力厂尧水
电厂尧 总计控室等单位值班领导及
员工按照提前制订的防汛应急预
案袁 快速成立防汛指挥小组和防汛

突击队袁积极投入防汛抢险中遥 氧化
铝一厂以一车间尧四车间尧八车间为
重点袁积极组织人员抢险袁保证了矿
石稳定供应尧 熟料窑的稳定运行尧氧
化铝产品的安全曰氧化铝二厂快速解
决磨机系统故障袁并加强外排水取样
监测曰电解厂和碳素厂迅速组织人员
和工具袁 及时排除车间进水险情曰热
力厂加强灰渣库区巡检袁监控水位运
行情况曰 水电厂加强电力系统巡检
密切监控污水站进口污水 孕匀 值和
水量曰总计控室及时采用沙袋拦水和
水泵抽水袁避免雨水进入磅房遥 在演
练过程中袁天空突降大雨袁这进一步
增加了演练的真实性袁各级管理者和
广大员工都冒雨参加了演练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周玉梅 孟友光 实

生 王秋丽冤 远 月 圆园 日袁河南分公司召
了中高层管理者个体绩效责任书签字
式及 源园源 项目尧耘砸孕 项目和合理化建
总结表彰大会遥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
袁公司党委书记尧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立建袁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崔平袁
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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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助理鲍宇以及中层管理者和 源园源
项目尧耘砸孕 项目关键用户二百余人参加
了会议遥

会上袁王熙慧和部分中高层管理者签
订了个体绩效责任书遥 吕子剑尧刘保正分
别对 源园源 项目尧耘砸孕 项目和合理化建议尧
小改小革工作进行了总结袁并对下一步的
工作重点进行了安排遥

崔平和江新民分别宣读了对 源园源 项
目尧耘砸孕 项目尧 合理化建议和小
改小革的表彰决定遥 与会领导为
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颁了
奖遥

圆园园远年以来袁河南分公司在
中铝公司的统一部署下袁 积极推
进 源园源尧耘砸孕 项目建设袁全体工作
人员践行野实勤公高冶核心理念袁
任劳任怨袁埋头苦干袁团结协作袁
规范整理并导入系统各类数据
员园园园 余万条 袁 数据准确率达
员园园豫袁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符合
分公司生产经营建设实际的严
格尧规范的内部控制体系袁搭建起
了高效尧安全稳定的 耘砸孕运行平
台遥在合理化建议尧小改小革方面
也取得了可喜成绩袁圆园园远 年袁共
征集合理化建议 圆园园圆圆项袁 采纳
员员园员圆 项袁 组织实施 缘远园远 项袁累
计降本创效 圆缘远缘援员圆万元遥

王熙慧在讲话中通报了分公
司 员至 缘月份的生产经营建设情
况袁要求各单位持续改进袁不断完

善袁 努力开创分公司各项工作的新局面遥
针对 源园源尧耘砸孕 项目袁他指出院一要加大宣
传培训力度遥 二要高度重视袁层层落实责
任袁 做好 耘砸孕系统深层次的推广和应用
工作袁不断改进和完善 耘砸孕 系统袁确保运
行高效尧规范遥 三是要建立健全 源园源 系统
和 耘砸孕系统的长效机制遥四是各单位尧各
部室要全力支持 源园源 和 耘砸孕 项目组开展
工作袁为项目实施创造良好条件遥

针对下半年工作袁他提出院一尧高度重
视做好发展战略研究袁 加快推进分公司
野十一五冶发展规划遥 二尧加强安全生产和
防汛工作袁确保生产经营建设安全稳定运
行遥三尧强化降本降耗和节能减排工作袁确
保完成既定目标遥四尧强化生产组织袁加快
实施资本性支出尧科技和大修项目袁及早
使其发挥作用遥五尧强化营销管理袁确保产
销率和货款回收率均达 员园园豫遥 六尧集思
广益袁群策群力袁推动中铝郑州企业和谐
快速发展遥

王立建代表公司党委提出了三点意
见院一尧加强个体绩效考核袁保证分公司整
体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遥 二尧完善 源园源 和
耘砸孕 项目袁提高分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遥
三尧 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和小改小革工
作袁确保分公司全年方针目标的完成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卢鹏飞冤远 月
日袁 美国铝业公司采购经理莱斯
窑杰弗里斯及美国艾明可资源公
经理迈克一行四人就出口碳阳极
关问题到河南分公司考察遥 河南
公司副总经理李海明尧 碳素厂厂
李刚和中铝国贸经理屈文超尧副
理王少伦等参加了座谈会遥
会上袁李海明对莱斯利女士和迈
先生一行的来访表示了热烈的欢
袁并感谢美国铝业公司和艾明可资

源公司对河南分公司碳阳极产品给
予的极大的支持遥 由于近期原材料大
幅度上涨袁碳阳极生产成本受到很大
影响袁他希望客户给予理解袁要实现
风险共担袁共同促进双方的发展遥

莱斯利尧迈克对河南分公司碳阳
极产品质量给予了高度肯定熏并希望
双方今后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遥

此外双方还就碳阳极生产过程
中的一些技术问题及碳阳极价格调
整等进行了深入商讨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卢鹏飞冤远 月
日袁 国家商务部对外贸易司邬沛
尧胡卫东及河南省商务厅尧郑州市
务局等有关人员到河南分公司参
考察遥 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海明尧中
河南国贸经理屈文超陪同参观遥
李海明向邬沛民一行简要介绍

分公司 圆园园远年生产经营情况遥
邬沛民一行对分公司生产经营取

的突出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袁 对分
司不断完善碳阳极尧 金属镓等出口

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给予了高度赞
扬遥 他希望河南分公司继续实施品牌
战略袁加大碳阳极尧金属镓等产品的出
口力度袁并不断强化质量控制手段袁做
好质量攻关和技术创新袁 进一步增强
质量优势尧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遥

邬沛民一行还先后到分公司厂
史展览室尧氧化铝二厂主控室尧碳素
厂尧 氧化铝一厂镓车间进行了参观袁
详细了解了分公司氧化铝尧 碳阳极尧
金属镓的生产情况遥

总结 表彰 促进 提高
河南分公司举行中高层管理者个体绩效责任书签字仪式及 源园源尧耘砸孕项目和合理化建议总结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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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刘晓宁冤日前袁从河南分公
司传来喜讯院缘月份袁河南分公司氧化铝总体销
售量达 圆圆援缘 万吨袁 创单月销售量最高水平曰完
成罐车发运 员缘猿苑 车袁 较去年同期增加 源缘猿车袁
增幅达 源员援愿豫袁 创造了氧化铝罐车发运单月历
史最高水平遥

河南分公司克服全国第六次铁路大提速所
带来的影响袁采用野开源冶和野分流冶袁确保氧化铝
销售渠道畅通遥 开源要要要在用好自有罐车的基
础上袁从山西分公司借来 员园园辆氧化铝罐车袁来
保证铁路运输需要遥 分流要要要 一方面袁通过增
加路局车量曰另一方面袁扩大客户自提量曰同时袁
采用火车集装箱等运输方式袁确保氧化铝运输遥

分公司氧化铝单月销量创新高

本报讯 渊记者 周玉梅 通讯员

刘述强冤远 月 圆员日袁中铝郑州企业两
公司举行了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
动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各二级单
位党政领导尧 机关部室领导及重点
岗位科室负责人八十多人到郑州市
监狱进行了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
动遥

活动中袁 监狱有关负责人介绍
了监狱情况袁 两名服刑人员现身说
法袁 讲述了他们在领导岗位上经受
不住金钱和物欲的诱惑袁 放松世界
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改造袁最终走上
违法犯罪道路的过程遥 大家还在狱
方人员的陪同下袁 参观了服刑人员

的宿舍和教育学习场所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崔平

在讲话中希望院各级管理者一是要珍
惜今天的工作机遇尧工作环境和工作
岗位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袁不断坚
定理想信念袁加强世界观尧人生观和
价值观的改造袁努力增强拒腐防变的
能力曰 二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袁严
格自律袁自觉接受监督袁用党纪国法
约束自己曰三是要加快构建中铝郑州
企业两公司惩防体系建设袁严格规范
管理袁做到用制度管人袁用制度管事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举行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

邬沛民一行到分公司考察

美国客商到分公司考察 预备役和民兵应急分队清理泄洪沟

河南分公司开展防汛演练

赛 场 竞 技 展 风 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