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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野五五冶普法中期督导组到我企业检查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王 艳冤 6月 30日袁 郑州市 野五五冶
普法中期督导组来到我企业袁 就两
公司开展 野五五冶 法制宣传教育工
作进行督察尧 指导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 普法依法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崔平袁 党委
宣传部部长尧 普法办主任李国刚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当天的汇报
会遥 会议由李国刚主持遥

崔平首先代表公司党委对督导
组的到来表示欢迎遥 他向督导组简
要介绍了两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和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野五五冶 法制
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遥

公司普法办副主任尹毅就中铝
郑州企业开展 野五五冶 普法以来所

采取的有效措施尧 取得的成效向督
导组作了详细的汇报遥

会上袁 督导组还查阅了我企业
开展 野五五冶 普法工作的相关文字
和图片资料遥

在听取汇报后袁 督导组对我企
业开展 野五五冶 普法工作以来所作
的积极努力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
度评价袁 并表示中铝郑州企业两公
司在 野五五冶 普法工作中所取得的
成绩对郑州市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遥

汇报会结束后袁 督导组一行在
李国刚的陪同下还到运输部进行了
详细考察遥

右图为督导组检查两公司 野五
五冶 普法工作座谈会现场遥

企 业 荣 誉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马 君 李 红 王欣
欣冤 6月 30日袁 公司党委召开了纪念建党 87周年暨
野四好冶 领导班子创建尧 野三比一创冶 活动总结表彰
大会遥 会议总结了 2007年公司党委在 野四好冶 领导
班子创建尧 野三比一创冶 活动中取得的成绩袁 表彰了
在两项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王熙慧尧 曾庆猛尧 崔

平尧 孟若志尧 吕子剑尧 江新民尧 刘保正尧 纪行尧 霍
本龙袁 各二级单位党政领导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优秀个人 270余人参加了表彰会遥
会议由公司党委常委尧 组织部部长时跃华主持遥
会上袁 崔平代表公司党委讲话遥 他全面总结了

公司党委 2007年的党建工作和在 野四好冶 领导班
子创建尧 野三比一创冶 活动中取得的主要成绩和经

验遥
针对下一阶段公司党委的工作袁 崔平强调广大党

员干部要做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院 一尧 科学发展袁
和谐发展袁 以优异成绩向建厂 50 周年献礼曰 二尧 创
新方法袁 求真务实袁 深化 野四好冶 领导班子创建活
动曰 三尧 总结经验袁 突出特色袁 继续深化 野三比一
创冶 活动曰 四尧 标本兼治袁 注重预防袁 落实好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曰 五尧 围绕大局袁 创新方式袁 推进宣传
思想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曰 六尧 齐抓共干袁 凝心聚
力袁 认真做好工团等群众组织工作曰 七尧 加强领导袁
落实责任袁 切实做好稳定工作遥
会上袁 吕子剑宣读了 叶关于命名表彰 2007年度

野四好冶 领导班子尧 野三比一创冶 活动先进集体和优
秀个人的决定曳遥 在热烈的气氛中袁 与会领导为获奖

集体和个人颁了奖遥
又讯 渊记者 赵 敏 通讯员 杨建民 王 艳冤 7

月 1日袁 郑州研究院隆重召开了庆祝建党 87周年
大会遥 郑州研究院领导陈建华尧 李旺兴尧 赵庆云尧
刘风琴尧 周韶峰以及该院党委委员尧 离退休老领
导尧 优秀党员代表等 110余人参加了大会遥 会议由
副院长赵庆云主持遥
会上袁 8名新党员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袁 与

会的老党员和他们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遥 副院长刘
风琴宣读了 叶关于对 2007 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尧
优秀共产党员尧 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表彰的决定曳遥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袁 与会领导为获奖的单位和

个人颁了奖遥
随后袁 新党员代表杨志民尧 优秀党员代表胡秋

云尧 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王玉分别在会上作了热情
洋溢的发言遥
会上袁 该院党委书记陈建华深情地回顾了党

的光辉历史袁 全面总结了过去 1年来郑州研究院
在党建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遥 针对今后的工
作袁 他强调要明确目标袁 突出重点袁 全面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遥 他要求全院各基层党组织要以
野推动发展袁 服务群众袁 凝聚人心袁 促进和谐冶 为
目标袁 发挥好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尧 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遥 要以改革创
新精神袁 不断增强党建工作的现实性尧 针对性尧
灵活性尧 实效性尧 情感性和生动性袁 全面开创研究
院党建工作的新局面遥
院长李旺兴最后作了重要讲话遥 他要求郑州研

究院的全体党员干部院 要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共产
党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尧 最先进的执政党曰 深刻认
识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铝产业形势曰 认真回
顾上半年工作袁 总结经验袁 查找不足袁 做好下半年
工作曰 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尧 发展观和成才观遥
图为公司党委召开庆祝建党 87周年大会现场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建民冤 6月
27日至 28日袁 中铝公司在郑州研究
院召开了优化氧化铝生产工艺技术
研讨会遥 公司科技部总经理张吉龙袁
氧化铝首席专家李旺兴尧 顾松青尧
廖新勤尧 吕子剑尧 李耀吾以及公司
生产部尧 矿产资源部尧 财务部和六
大氧化铝厂尧 郑州研究院的领导尧
专家尧 工程技术人员五十余人参加
了会议遥

会议由科技部项目处处长孟杰
主持遥
张吉龙通报了中铝公司上半年

的生产经营状况袁 强调了召开此
次会议的意义尧 目的和任务袁 提
出必须尽快对氧化铝工艺进行最
优化处理袁 以积极应对矿石品位

下降尧 原材料上涨带来的压力袁 为
公司节能增产作出贡献遥

会上袁 郑州研究院院长李旺兴
作了 叶矿石铝硅比下降对氧化铝生
产过程的影响及对策曳 专题学术报
告遥 六大氧化铝厂在会上介绍了各
单位近三年来氧化铝生产技术指标
情况袁 为优化氧化铝技术指标所采
取的技术创新措施以及可产业化应
用的技术成果遥 最后袁 公司科技部
顾问顾松青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袁 他
充分肯定了这次交流研讨会取得的
重大成绩袁 并提出各单位要总结本
次会议的收获袁 提出下半年能立即
见效益的项目袁 在认真总结的基础
上提出明年氧化铝的研发项目和要
达到的目标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余汉辉冤 6月
28日袁 众鑫公司召开了三届一次董事
会尧 监事会遥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经理
工作报告尧 财务预决算报告和公司董
事会尧 监事会人事变动等预案袁 并选
举曾庆猛为众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长遥

会议集中审议并通过了 叶关于
2007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曳袁 根据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袁 拟以 2007年末总股
本 1000万股为基数袁 每 10股派发现
金红利 1元 渊含税冤遥 同时对二届四次
董事会决议荥阳长城实业公司清算收
益向自然人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未兑现
部分一并予以支付遥 董事长曾庆猛对
公司下半年的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
求袁 并要求按有关规定公告后及时发
放股东红利遥

中铝驻上企业热烈庆祝建党 87 周年

中铝公司在郑州研究院召开

优化氧化铝生产工艺技术研讨会
众 鑫 公 司 向 股 东 派 发 红 利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建鸣 实习生 马 君冤7月 1日上午袁公司
党委召开了庆七一座谈会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7周年遥公司
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崔平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遥 来自中铝郑州
企业两公司基层党务工作者代表尧 中铝公司及省市劳动模范尧
党员代表和离退休人员尧内退职工中的党员等二十余人参加了
座谈会遥 会议由公司党委常委尧组织部部长时跃华主持遥
座谈会上袁 大家深情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 87年来走过的

不平凡的历程袁畅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遥 80多岁的老党员王振
江动情地说院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袁改革开放 30
年来袁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袁艰苦奋斗袁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辉煌成就遥 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袁我由衷地为我们党感到
自豪和骄傲遥 冶
崔平在讲话中说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之所以能够持续发

展袁就是得益于改革改制袁得益于党组织建设的加强和党建活
动的创新遥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在快速发展中袁既有好的机遇袁
又面临严峻挑战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广大党员干部要继续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袁为实现
年度生产目标而努力工作袁为两公司持续尧稳定尧和谐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遥
又讯 渊通讯员 盛 凯冤6月 27日袁中铝矿业有限公司召开

纪念建党 87周年座谈会遥该公司党委副书记秦和平尧党委工作
部部长李枫和部分矿山党委渊党总支冤书记尧党员代表尧劳模代
表等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遥
座谈会上袁与会党员满怀对党的崇敬之情袁深情回顾了党

走过的 87年风雨历程袁并结合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袁结合公司
党委开展的野爱国主义尧民族精神冶主题教育活动袁结合公司开
展的创建野四好班子冶活动袁畅谈了矿山改革和建设尧党的组织
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和不足袁在展望美好发展前景的同
时袁抒发了对党的无限热爱和美好祝愿袁表达了为矿山发展而
努力奋斗的决心和愿望遥
该公司党委副书记秦和平围绕公司的中心工作袁要求各级

党组织院必须加大党风廉政建设袁扎实开展反腐倡廉教育袁提高
干部党员思想素质曰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袁弘扬野爱国主义尧
民族精神冶曰必须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袁使党建工作与矿
山生产经营建设有机结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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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 实习生 王
欣欣 高建华冤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
委叶关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的
7项要求曳袁 深入开展廉洁文化主题活
动袁在两公司营造风清气正尧共谋发展
的浓厚氛围遥 7月 3日袁公司纪委在长
城铝电视台演播厅举办了 野守法经营袁
廉洁从业冶廉洁故事宣讲比赛决赛遥 长
城铝经理曾庆猛袁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
委书记崔平袁公司工会主席纪行及部分
机关部室负责人和二级单位纪委书记尧
纪检员等 70余人观看了比赛遥
这次参加决赛的 9名选手是经过

预赛的层层选拔后脱颖而出的遥选手们

在充满激情的宣讲中袁讴歌了中铝郑州
企业人廉洁从业的先进事迹和古往今
来的知名人士刚直不阿尧廉洁清正的感
人事迹遥
经过激烈的角逐袁 保卫消防中心

选手张浩一举夺冠袁 他以长城铝经济
民警为原型创作的 叶民警 野老铁冶曳袁
生动地讲述了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尧 拒
贿反腐的 野老铁冶 为企业避免巨大经
济损失的故事遥 高振祥尧 傅晓阳等 8
人分获二尧 三等奖遥 氧化铝一厂尧 碳
素厂等单位的 7 名选手获得优秀奖遥
赛后袁 与会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发了荣
誉证书袁 并与选手合影留念遥

廉 洁 从 业 共 谋 发 展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举办野守法经营袁廉洁从业冶廉洁故事宣讲

荫6月 27日袁公司党委荣获郑州市野五好冶
基层党组织称号遥

荫6月 27日袁 中铝矿业有限公司党委被授
予郑州市野五好冶基层党组织称号遥

荫日前袁 河南分公司被评为郑州市地方税
收诚信纳税五十强企业遥

荫日前袁由于组织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取得优
异成绩袁 河南分公司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表彰遥
氧化铝一厂员工赵显武的合理化建议项目野蒸发系
统余热利用技术开发冶也受到表彰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盛 凯冤6月 27
日袁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 87岁华诞
之际袁中铝矿业有限公司举办了野庆七
一袁爱祖国袁构和谐袁促发展冶主题演讲
活动遥 来自公司各基层单位的 10名选
手参加了本次演讲遥公司党委副书记秦
和平袁 党委工作部副部长高星和小关
矿尧张青岗矿尧豫中矿的 100余名员工
一起观看了演讲遥
参赛选手们积极向上尧富有真情实

感的演讲袁 大力弘扬了奋战在生产一

线袁无私奉献的矿业人的作风和积极进
取的精神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秦和平代表公司党

委向各单位和全体参赛选手表示衷心的
感谢遥他在讲话中指出袁企业生产经营必
须依靠员工袁 必须要形成深厚的文化底
蕴遥 各单位和广大员工在全面推进企业
文化建设的进程中袁 要坚持以身边的先
进事迹为榜样袁与时俱进袁开拓创新袁让
企业文化落地生根袁 使公司的生产经营
水平和矿山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遥

爱我矿业 建设矿业 奉献矿业
中铝矿业有限公司举办野庆七一袁爱祖国袁构和谐袁促发展冶主题演讲

6月 30日袁公司党委常委尧组织部部长时跃华代表公司党委走访慰问
了两公司部分病困党员袁向他们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遥图为时跃华在病困
党员家中慰问遥

孟有光 李建鸣 马君 摄影报道

国家发改委检查热力厂 1尧2 号锅炉退出情况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肖 明冤 6 月

27 日袁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领导
在省尧 市尧 区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袁 来
到河南分公司热力厂检查 1尧 2号锅
炉退出生产序列的有关情况遥 河南分
公司副总经理刘保正和相关部室人员
陪同检查遥

热力厂 1尧2 号锅炉因设备老化袁
能耗较高袁成为 2008年河南省发改委

确定的退出生产运行的重点设备遥在锅
炉车间 12米现场袁 国家发改委领导一
行听取了刘保正关于 1尧2号锅炉退出
的情况及下一步节能减排工作所作的
简要汇报袁确认了 1尧2号锅炉退出后的
标志袁并要求有关人员要积极做好 1尧2
号锅炉的退出工作遥同时国家发改委领
导还对对热力厂节能减排工作给予了
高度评价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