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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日袁按照河南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命令袁预编在中铝郑州企
业的预备役八连 87名官兵长途开进 170余公里袁在新乡封丘顺利完成了
抗洪抢险应急拉动演练任务遥 图为八连士兵整装待发遥

梁 涛 摄影报道

7月骄阳似火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7
周年的喜庆日子里袁 从坐落在中原大地尧 横跨
黄河两岸的中铝矿业有限公司传来喜讯院 2008
年上半年生产矿石量 588.86万吨袁 完成中铝
公司总部下达年计划的 57.67%袁 同比增加
77.3万吨袁 提前 22天完成了总部下达的生产
任务曰 供应矿石总量 529.45万吨袁 完成年计
划的 51.86%袁 同比增加 42.15万吨袁 提前 8天
完成了总部下达的矿石供应任务遥
回眸上半年袁 我们似乎听到了矿业人吹响

抢抓机遇尧 顽强拼搏的发展号角袁 仿佛看到了
他们为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而众志成城尧 艰
苦奋战的发展足迹遥

困难面前显本色

2008 年以来袁 中铝矿业有限公司矿石供
应形势极为严峻遥 河南省铝土矿资源竞争更
加激烈袁 非煤矿山治理整顿的力度进一步加
大曰 公司自有矿山建设项目受土地审批难度
大和设计时间长等因素影响袁 迟迟无法形成
规模自采产能曰 大部分联办矿由于合法开采
手续还没有完全办理完毕袁 正常生产受到严
重限制袁 生产经营建设举步维艰遥 2008 年
初袁 受冷暖空气的影响袁 我国大部分地区出
现了历史上罕见的雨雪冰冻天气袁 造成了严
重的自然灾害遥 持续 1个多月的强降雪尧 强

降温也致使矿业公司各矿山一度被白色的
野冰魔冶 所笼罩袁 矿石供应车辆交通运输受
阻袁 矿石破碎成品仓部位严重冻结袁 铝土矿
供应出现严重短缺袁 库存大幅下降遥 尤其是
在今年 2月份袁 中铝公司河南地区氧化铝企
业生产和矿石供应均处于紧急状态袁 形势万
分火急袁 稍有不慎袁 氧化铝生产就会因矿石
断顿影响大局遥

面对史无前例的严峻形势袁 该公司从领
导班子到员工尧 从公司机关到矿山再到一线
岗位一直坚守着一个信念院 决不能让中铝河
南地区氧化铝企业生产 野断粮冶浴 公司认真
贯彻落实中铝总部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视频
会议精神袁 各级领导顶风雪冒严寒袁 辗转于
郑州尧 洛阳尧 三门峡尧 许昌尧 平顶山等地袁
奔波于各矿山尧 矿区尧 矿点尧 矿坑之间袁 急
生产所急袁 想生产所想袁 到生产现场办公袁
慰问一线员工袁 切实服务矿山袁 积极解决生
产中的难题曰 坚守在矿区一线的员工任劳任
怨袁 克难攻坚袁 积极出主意袁 想办法袁 抓住
有利时机袁 加班加点多出矿石尧 出好矿石遥
有的员工工作起来不计时间袁 不计报酬袁 舍
小家为大家袁 在矿区一待就是 1个多月遥

为了科学合理组织供应矿石袁 该公司根
据每季度生产特点及生产形势的变化袁 及时
调整生产运行方案和工作重点袁 确定短期尧
长期生产目标袁 将生产计划科学地分解到每

季度尧 每个月袁 分解到每一个矿山尧 每一个
矿区遥 尤其是公司领导根据今年的特殊情
况袁 创新工作思路袁 树立了以 野系统化运
筹袁 阶段性推进冶 的生产管理思路统揽生产
运行全局袁 在 1 月尧 2月份冰冻雪灾及春节
长假的特殊生产季节袁 及时启动了矿石供应
应急预案袁 重点保证了河南尧 中州分公司及
郑州研究院的矿石供应安全遥 双节过后袁 公
司根据生产形势的变化袁 及时确定了 野增
产尧 保供尧 提质冶 三大目标袁 采取有效措
施袁 快速启动和恢复生产矿石量组织袁 铝土
矿生产矿石量自 3月份起连续 3个月每月突
破 100 万吨以上袁 有效遏制了库存连续下降
的严峻局面遥 特别在二季度生产组织中袁 按
照公司 野保供尧 提质冶 要求袁 积极理顺矿石
供应网络袁 加快完善了以专列供应矿石为
主尧 汽车运输为辅的矿石供应渠道袁 合理安
排专列和汽运计划袁 在确保供应矿石的前提
下袁 降低运输成本袁 最大限度满足相关分公
司的供应矿石质量要求遥 目前袁 河南尧 中州
分公司厂内铝土矿库存已经
达到汛期安全用矿石的储备
目标遥 其中袁 河南分公司货
位已处于饱和状态袁 为汛期
和奥运期间的矿石供应安全
提供了保障遥

渊下转第四版冤

履行责任保矿石供应 强化管理促矿业发展
要要要矿业有限公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侧记

阴 张改荣

本报讯 渊记 者 许 拓 实习生 王欣欣冤7月 7
日袁青海省副省长尧西宁市市长骆玉林带领青海省
政府代表团一行 16人来到我企业参观考察遥
在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王熙慧尧 王立建尧

曾庆猛尧崔平尧吕子剑尧刘保正和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鲍宇等的陪同下袁骆玉林一行来到河南分公司总计
控室参观了校准实验室尧热学实验室等部门袁详细
了解了总计控室对生产设备的校验流程袁询问了部
分计控设备的造价尧用途及性能遥
随后袁 骆玉林一行来到分公司厂史展览室袁观

看了厂区沙盘模型袁并听取了工作人员对中铝郑州
企业的历史沿革和目前发展情况的介绍袁了解了分
公司目前所经营的产品范围和销售渠道遥在氧化铝
二厂主控室袁骆玉林及代表团成员通过监视器观看
了氧化铝从矿石到成品的生产流程及各生产车间
的运转情况袁听取了相关人员对氧化铝生产的简单
介绍袁并就目前氧化铝生产相关技术性问题询问了
技术人员遥

考察中袁 骆玉林对中铝郑州企业发展 50年来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袁并表示要把
中铝郑州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回青海袁促进本地
企业和青海省经济的发展遥
图为骆玉林渊右一冤在分公司总计控室参观考

察遥
孟友光 摄影

本报讯 渊记 者 许 拓冤7月 9日袁中铝公
司派遣专家组来到我企业对分公司氧化铝一
厂拜耳法系统改造工程尧 氧化铝二厂新增两
台沉降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审查遥
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刘保正参加了当天的审
查会遥
会上袁 刘保正首先对专家组的到来表示

热烈的欢迎袁 他向专家组简要介绍了目前分
公司的氧化铝生产情况及在生产过程中所遇

到的问题遥 河南华慧有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向专家组详细介绍了建设两项工程
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袁并从确保企业生产安全尧
节能降耗等方面阐述了两项工程的设计方案
和目前进行项目建设所具备的条件遥 专家组
在认真听取了分公司的汇报后袁 针对一些技
术问题向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了详细询问遥
随后袁 专家组还到氧化铝一厂三车间等

生产单位实地考察了项目建设的条件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邓广顺 张艳华冤近日袁
由河南省尧 郑州市技术质量监督局和锅炉压
力容器安装检测研究院组成的评审小组一行
5人袁 先后对工程公司申请一级锅炉安装改
造维修资质进行了两次评审遥 评审组通过听
取汇报尧查阅资料和实地察看袁认定该公司已
具备了一级锅炉安装改造维修和焊接工艺的
能力袁将择机颁发相关资质证书遥
近年来袁 该公司针对竞争激烈的建筑安

装市场情况袁严格质量管理工作袁从内部到外
部均建立了严格的管理体系袁 并制定了有效
的经营方针袁以用户关注点为工作焦点袁积极
掌握和了解用户的要求袁 在安装焊接等方面
不断改进工艺技术遥 通过贯彻实施 ISO9001院
2000 质量管理体系袁公司的安装焊接工艺实
施过程得到了有效控制袁安装尧焊接尧检测质
量稳定提高袁未出现质量问题袁经省尧市质量
监督检验袁安装尧焊接合格率达 100%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永新 白晓焕冤近日袁
在河南省 2008年 QC成果发布会上传来喜
讯袁 中铝河南分公司参加比赛的 8个 QC成
果中袁氧化铝一厂检修站的野改善电机运行平
滑性袁 减少电机烧毁数量冶 被推向国优级评
选袁同时其他成果获得一等奖 1个尧二等奖 2
个尧三等奖 4个的优异成绩遥

近年来袁 分公司各二级单位认真执行党

和国家关于质量管理工作的方针和各种规
定袁 大力开展 野以人为本尧 以质兴企冶 的战
略方针袁 以科技管理尧 创新管理为契机袁 深
入尧 扎实尧 全方位地开展质量管理活动袁 对
各生产一线的瓶颈环节进行攻关袁 取得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 促进了企业深挖
潜力尧 节能降耗和提高员工素质等各方面工
作的深入开展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胡玉州冤7月 1日至 3
日袁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考核组一行 5人袁
在原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程新选的带
领下袁 到总计控室进行了专项计量授权复查
和扩项现场考核遥
本次复查考核是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要

求袁对全省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按照叶JJF1069-
2007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曳进行的计
量授权复查换证考核袁是继 2003年后的又一
次全省性考核遥

在现场评审中袁考核组通过听尧看尧问尧
查尧考以及座谈的形式袁对分公司机构的管理
体系和检定工作按照叶考核规范曳要求进行了

全面考核遥
在 7月 3日召开的评审会上袁考核组认为

分公司机构设置合理袁职责尧权力和相互关系正
确袁可保证对检定和校准结果判断的公正性尧独
立性和诚实性袁 具备开展推荐授权检定项目的
条件袁 分公司专项计量授权复查和扩项顺利通
过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考核评审遥
分公司副总经理刘保正在会上指出院 通

过此次复查考核袁 加强了分公司计量机构的
管理有效性尧 技术有效性及计量工作的公信
力和社会认知度袁 对企业进一步做好检定尧
校准和检测工作袁 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和降本
增效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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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总部审查分公司两建设项目

分公司专项计量授权通过考核

QC 成 果 多 项 殊 荣 落 户 分公 司

工程公司具备一级锅炉安装资质

本报讯 渊记 者 许 拓 实习生 李 红 赵国辉冤
7月 7日袁 长城铝召开了上半年安全工作总结会袁 对
企业上半年的安全形势及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开展情况
进行了总结袁 同时对下半年的安全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遥 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会议首先对长城铝上半年的安全工作进行了总
结遥 今年上半年袁 长城铝各单位高度重视安全工作袁
积极安排部署袁 通过各种活动使安全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效袁 安全形势基本平稳遥 尤其是在安全生产月
活动开展期间袁 各单位积极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袁
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安全生产稳定运行遥

会上袁 实业管理部主任丁正辰对长城铝下半年
的安全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遥 他要求各单位在下半
年的安全工作中主要做到院 一尧 高度重视防高温尧
防酷暑等工作袁 生产一线要配置相应的清凉设备曰
二尧 把防汛工作真正重视起来袁 落实相关防汛负责
人尧 防汛措施及必备的防汛物资曰 三尧 在奥运会前
积极开展 野安全百日督察冶 活动袁 积极查找并排除
安全隐患遥
孟若志最后指出袁 上半年企业的安全形势总体

平稳袁 但各单位依然要高度重视安全工作袁 把安全
工作不断落实好遥 他强调各单位要认真总结上半年
的安全工作经验袁 把重点放在生产一线袁 关键在于
找出生产现场安全工作的不足之处袁 并加以整改治
理曰 抓好长城铝各控股子公司的安全工作袁 以职工
的不安全行为为重点袁 杜绝习惯性违章的发生曰 各
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今年多变的气候状况和多发的
自然灾害袁 立足于防大汛尧 防大自然灾害袁 积极完
善各项工作的应急预案曰 扎实做好本年度安全三大
体系的内外复查工作曰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突发事
件袁 积极做好应对
突发事件的措施 袁
确保企业安全稳定
运行遥

7月 11日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防洪抢险突击队近三百名队员对厂南
门至氧化铝二厂南门约 2公里的防洪沟进行了清理袁确保了汛期安全遥图为
抢险队员在防洪沟内清淤遥

孟有光 李建鸣 李红霞 摄影报道

中原大地热情迎接

奥运火炬遥
中铝郑州企业为中

国加油袁为奥运加油遥
梦想在望袁 火炬相

传袁点燃激情袁传递希望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