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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国华 宋
强冤截至 远月 猿园 日 圆源点袁氧化铝
厂今年上半年完成商品氧化铝产
源员援圆 万吨袁实产达到 源园 万吨袁分
比去年同期增加 员园援圆 万吨尧缘援苑
吨遥 工艺能耗较去年同期降低
豫袁 单位现金成本呈逐月下降趋
袁 制造成本达到分公司下达的二
以内指标遥上半年袁氧化铝二厂人
伤害尧生产尧设备事故为 园袁实现
分公司下达的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面达标的总
目标遥
进入 圆园园苑 年以来袁氧化铝二厂

服了资源尧能源供应紧张袁矿石品

大科技攻关力度袁消除生产瓶颈袁挖
掘潜力袁突出抓好节能降耗尧提质增
效等工作袁不断优化生产组织方案遥
同时袁针对矿耗尧碱耗等主要经济技
术指标达标进行攻关袁 在分公司的
参与和大力支持下袁 坚持每周召开
一次科技攻关会袁 对影响达标的主
要问题具体分析袁 制订出了有效的
调整措施袁稳步推进了达标工作遥另
外袁 针对生产工艺技术指标的重点
和难点袁 积极开展动态优化经济技
术指标劳动竞赛活动遥上半年袁分解
率尧管道化溶出率尧矿耗尧工艺能耗尧
碱耗等全部经济技术指标达标遥 其
中袁管道化运转率尧外排附损等一批

节 能 减 排 任 重 道 远
热力厂厂长 陈乔平

本报讯 渊记者 周玉梅 孟友光 通讯员 梁
涛 迟月吉 实习生 李喜军冤 苑 月 源日袁 预编在
中铝郑州企业的预备役连队官兵冒雨参加了省
军区组织的预备役部队应急兵员动员演练遥 省
军区有关负责人袁 预备役师尧 团首长和预备役
二团预任副政委尧 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等观摩
了演练遥

兵员集结尧预备役转入现役工作程序和有

关训练科目综合演练结束后袁省军区有关负责
同志对预备役连队的携行装备进行了点验袁对
预备役官兵的应知应会知识进行了抽查遥 省军
区和预备役高炮师首长对我企业的预备役连
队能够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演练的准备工作
和参演预备役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给予了充
分肯定袁并高度评价了中铝郑州企业对预备役
工作的支持遥

热力厂作为河南分公司蒸汽
和电能生产单位袁能源消耗很大袁
污染治理任务很重遥圆园园远年袁热力
厂能源消耗折合标准煤 员园圆援缘 万
吨袁烟尘排放总量 愿猿愿猿 吨袁二氧
化硫排放量 员园怨员员 吨遥

近年来袁热力厂在节能减排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袁取得了明显成
效遥 相继对 远至 怨号炉进行了提产
改造袁台时产能增加 员园园 吨袁提高
了锅炉运转效率曰采用煤粉浓淡燃

烧技术袁提高了锅炉运行的稳定性和燃烧效率袁减少了稳
燃用重油消耗曰利用大修机会袁坚持逢修必改的原则袁对
空气预热器尧省煤器尧过热器等进行了改造袁降低了排烟
温度袁减少了排烟热损失曰充分利用温度较高的氧化铝蒸
发回水袁减少除盐水补充率袁从而降低了自用汽消耗曰对
多台汽轮机进行了恢复出力改造袁 提高了汽轮发电机的

运行效率等遥 对 远至 愿号锅炉收尘装置由水膜除尘器改
造为电除尘器袁大幅度削减了外排粉尘量袁改善了区域环
境曰对全厂工业废水集中回收袁作为除尘系统的补充水袁
基本实现了污水 园排放曰另外袁我厂还在灰渣综合利用尧
富氧燃烧技术尧连排水发电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遥

圆园园圆年以来袁 热力厂蒸汽产量尧 自发电量逐年提
高袁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不断优化袁区域环境持续改善袁缘
年累计节能 缘圆远远园吨标煤袁烟尘排放总量逐年下降遥 应
该说袁 这些年来热力厂在节能减排方面确实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袁但离国家的要求袁离野十一五冶的目标仍有相
当大的差距袁要实现预期的目标仍有很多困难袁需要做
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遥 在节能方面应该抓好以下几
个重点院一是老炉的改造袁二是加强在运锅炉的优化控
制和局部改造袁三是加快汽轮发电机组的改造步伐袁增
加发电机容量袁提高全厂热效率遥 在污染治理方面主要
做好以下工作院 一是对 远至 怨 号锅炉的电除尘器进行
局部改造袁 进一步提高电除尘器的运行稳定性和除尘

效率曰二是进行野电除尘器垣袋式除尘器冶的复式除尘技
术的可行性研究袁 力争使粉尘浓度降到每标准立方米
缘园 毫克以下曰三是新建锅炉采用循环流化床技术袁减少
氮氧化物的排放袁实施炉内脱硫袁减轻环境污染曰四是
在 远至 怨号锅炉尾部采用石灰石湿法脱硫技术或在炉
膛内实施喷钙技术袁从而削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鸦五是
将 苑尧愿 号锅炉电除尘器小电场和 怨 号锅炉电除尘器收
集到的粉煤灰送到水泥厂做水泥添加料袁 力争 野十一
五冶末使灰渣综合利用率达到 员园园豫遥

节能减排既是一项现实紧迫的工作袁 又是一项长
期艰巨的任务遥 要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袁关键在于加强领
导袁狠抓落实袁动员全体员工共同参与袁形成节约资源尧
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袁 并建立健全节能减排工作责任
制和问责制遥 这样袁我们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建民冤远 月 猿园
日袁 郑州轻金属研究院召开了党员大
会袁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愿远 周
年遥 院领导尧院党委委员尧特邀离退休
老领导尧优秀共产党员尧优秀党务工作
者及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代表
员员愿 人出席了会议遥会议由院党委副书
记兼副院长陈建华主持遥

会上袁 举行了庄严的新党员入党宣
誓及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遥 陈建
华宣读了院党委叶关于表彰 圆园园苑年度先

进基层党组织尧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
务工作者的决定曳遥 研究院领导为先进集
体和个人颁了奖遥

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和优秀共产
党员代表在会上发了言遥

院党委书记顾松青作了叶牢记光辉
历史袁不负时代使命袁为推进研究院又好
又快发展而不懈奋斗曳的报告遥他在报告
中深情地回顾了我们党 愿远年来的光辉
历程袁总结了 员年来院党委的工作遥针对
如何做好下半年及今后的党建工作袁顾

松青指出院要进一步开展好野四好冶领导
班子和野四有冶党员队伍创建活动袁着力
提高领导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水平曰完
善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袁 增强党建工作
的活力和实效曰 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建设
和反腐倡廉工作曰 积极落实党管人才原
则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曰重点学习胡锦涛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并围绕十七大加强宣
传教育工作曰扎实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袁确
保队伍稳定袁努力构建和谐研究院遥

院长李旺兴在讲话中总结了研究
院上半年在科研开发尧生产经营及建设
发展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袁并对下一
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遥他要求各级领
导班子要争创野四好冶领导班子袁共产党
员要争当野有理想尧有责任尧有能力尧有
好的形象冶的野四有冶党员遥 全体干部要
做到野政治坚定尧业务过硬尧作风优良
勤政廉政冶袁员工要做到野朝气蓬勃尧诚
实勤奋尧清正廉洁尧乐于奉献冶袁以确保
研究院快速发展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苑乃文冤近日袁在河南省
勘察设计协会召开的表彰大会上袁 设计院被评
为省勘察设计行业先进单位遥 在 缘月份召开的
河南省勘察设计协会 圆园园苑 年度政工年会上袁该
院还获得了省勘察行业 圆园园远 年度思想政治工
作创新先进单位称号遥

圆园园远 年袁设计院以发展和服务河南分公司
生产建设为落脚点袁坚持野精兵之路尧技术强院尧
立足内部尧服务铝行业尧小院办大事冶的工作思
路袁大力培育核心竞争能力袁全面提升市场开拓
能力袁不断提高在中国铝业设计市场上的野话语
权冶袁并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袁生产经营取得优
异成绩袁实现了持续尧健康尧快速的发展遥

设计院获省勘察设计行业先进单位称号

本报讯 渊记者 赵 敏冤今天袁公司党委发出叶关
于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通
知曳袁 对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了具体安排和部署遥

叶通知曳要求袁两公司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一
定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的重大意义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袁准确把握基本
内涵袁切实做到融会贯通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
话精神上来袁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中铝郑州企
业两公司持续快速和谐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上来遥

叶通知曳强调袁要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
话的主要精神遥 一是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旗帜熏 是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曰二是要深刻领会野四个坚定
不移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曰三是要深刻领会科
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曰四是要深刻领会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袁就必须全面推进我国
的经济建设尧政治建设尧文化建设尧社会建设和党的
建设遥

叶通知曳指出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自觉地
把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各项工作必
须遵循的原则袁体现到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各个
环节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袁切实做到野四个坚定不
移冶袁为全面构建和谐中铝郑州企业袁实现两公司又
好又快发展袁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遥

叶通知曳明确要求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胡
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袁高度重视袁加强领导袁精心组
织袁周密安排袁把学习活动不断引向深入遥 各级党委
中心组的理论学习要把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的重要学习内容袁集中时间袁集中精力袁
迅速组织袁深入学习遥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
率作用袁带头学习好尧理解好尧贯彻好重要讲话精
神袁努力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袁统一思想遥

各级宣传思想机构要把宣传贯彻胡锦涛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
重袁精心组织袁大力宣传袁掀起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袁使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真正深入人心袁成为两公司加快发展袁构建和
谐中铝郑州企业的强大动力遥

叶通知曳还强调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大力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袁把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与学习邓小平理论和野三个代表冶重要
思想结合起来袁与学习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
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结合起来袁与学习胡锦涛总书记
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袁与
学习即将召开的中铝公司以及两公司年中工作会
议精神结合起来袁与深化野四好冶班子创建和野三比
一创冶活动结合起来袁紧紧围绕坚持科学发展尧构建
和谐中铝郑州企业这个主题袁结合本单位尧本部门
实际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全党同志提出的野四个
一定要冶尧野三个始终冶的要求熏 开拓进取袁扎实工作袁
努力创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环境尧良好的安全稳定环
境尧良好的生产建设环境袁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
局面袁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
七大的召开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刘晓宁 实习生 杨苒冤
苑月 远日袁长城铝召开了安全生产专题会
议袁传达贯彻国务院和中铝公司有关安全
生产的通知精神袁总结上半年安全生产工
作及安全生产月活动袁安排部署下半年的
安全生产工作遥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出席
并讲话袁机关部室和各二级单位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遥

会议首先传达了国务院和中铝公司
叶关于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
动的通知曳精神遥按照叶通知曳要求袁长城铝
制订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方案袁成立了以经理李天庚尧党委书记王
立建为组长的安全生产隐患专项排查行
动领导小组袁 明确了专项排查的重点内
容袁并对专项行动作了具体安排遥

长城铝实业管理部主任丁正辰对上
半年安全生产工作及安全生产月活动作
了简要总结袁对下半年的安全生产工作作
了部署遥

孟若志在会上强调了四点意见院 一尧
各二级单位要在认真总结上半年安全生
产工作的基础上袁把工作重心放在查找不
足上袁同时袁要结合实际袁扎实部署本单位
下半年的安全生产工作袁 做到有目标尧有
计划尧有落实曰二尧开展野让安全成为习惯尧
让习惯更加安全冶的主题活动袁以加强和
提高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袁保障长城铝全
员安全和本质安全曰三尧要居安思危袁警钟
长鸣袁扎扎实实做好下半年的安全生产工
作袁确保长城铝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曰四尧
要创新安全管理模式袁落实好安全生产制
度袁并结合实际袁对长城铝安全生产制度
进行修订和完善袁使制度切实起到为安全
生产保驾护航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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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二厂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半

经济技术指标全面达标

本报讯 渊通讯员 余汉辉冤远 月
圆愿 日袁 河南长兴实业有限公司二届
四次董事会召开遥 董事长张维华主
持了会议袁副董事长孟若志袁董事柴
业平尧丁正辰尧魏自帅出席了会议遥
监事会主席崔平袁监事王东升尧刘光
丽及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部门负责
人列席了会议遥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长兴公司总
经理张子亮所作的 叶河南长兴实业
有限公司 圆园园苑 年度工作报告曳以及
财务经理陈轲所作的 叶河南长兴实
业有限公司 圆园园远 年财务决算暨

圆园园苑年财务预算报告曳遥
会上袁张维华和张子亮共同签订

了 叶圆园园苑 年生产经营绩效考核责任
书曳遥

张维华在讲话中肯定了长兴公
司 圆园园远年取得的突出成绩遥 针对今
后的工作袁张维华强调袁要坚定信心袁
克服困难袁抢抓机遇袁灵活经营袁多元
发展袁进一步加强管理袁深入挖潜袁降
本增效袁 确保完成 圆园园苑 年董事会制
订的 圆园园苑 年生产经营绩效考核指
标袁 以更好的经营业绩回报社会袁为
中铝郑州企业稳定发展作出新贡献遥

要要要中铝河南分公司靠科技创新推进节能减排

编者按 自 圆园园圆 年重组改制以
来袁 河南分公司经济效益大幅度提
升袁能耗和污染指标逐步下降遥 这一
升一降袁 标志着河南分公司经济增
长方式实现了根本性转变袁 走出了
一条高效益与低能耗并存的科学发
展之路遥 远月 圆缘 日袁叶科技日报曳在第

七版刊发了叶嬗变要要要中铝河南分公
司依靠科技创新推进节能减排曳一
文袁并配以巨幅照片袁以 源 辕 缘 的版面
深入报道了河南分公司的经验和做
法遥 本报现将此文转载出来袁以飨读
者遥

渊此文在第二版全文刊发冤

灵活经营 多元发展
长兴公司召开二届四次董事会

预备役官兵参加应急演练

为实现碳素厂 源 号焙烧炉工程 苑月 员园 日点火烘炉的目标袁日前袁
建设公司和碳素厂广大职渊员冤工正冒着高温进行焙烧炉阳极碳块和
料箱填充等工作遥 杨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