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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周玉梅 实习生 李 红冤盛夏酷暑袁生
产一线职渊员冤工的防暑降温工作始终牵动着中铝郑州企
业两公司领导的心遥 7月 18日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开
展了为一线职渊员冤工送清凉活动遥
公司工会副主席孟德正及两公司各部室负责人代表

两公司领导为奋战在生产一线的氧化铝一厂尧 二厂和碳
素厂尧建设公司金结公司尧水泥厂等单位的职渊员冤工送去
了矿泉水尧 风油精及七千余公斤西瓜袁 送去了企业对职
渊员冤工的关爱遥

送 清 凉 到 一 线

本报讯 渊通讯员 余汉辉冤
7月 11日袁 河南长兴实业有限
公司渊下称长兴公司冤召开了二
届五次董事尧监事会遥 长兴公司
董事长张维华主持了会议袁董
事柴业平尧魏自帅尧张子亮袁公
司监事会主席崔平和监事王东
升尧刘光丽出席了会议遥

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兴公司
叶2007 年度工作报告曳尧叶2007
年财务决算暨 2008年财务预
算报告曳等议案遥
董事长张维华要求经营班

子在新的一年里袁立足市场袁抢
抓机遇袁以突出主业袁优质服务
上市企业为中心袁 积极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遥 要按照中铝公司
和长城铝的要求袁 理顺相关投
资关系袁规范企业经营行为袁控
制企业经营风险袁 确保完成
2008 年生产经营绩效考核指
标袁 为中铝郑州企业稳定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遥
会上袁 董事长张维华和总

经理张子亮签订了 2008 年生
产经营绩效考核责任书遥

立 足 市 场 抢 抓 机 遇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建鸣 实
习生 王欣欣冤7月 23日袁 郑州
市第五届野郑煤集团杯冶铝电解
铸造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理论
考试在河南分公司电解厂四楼
会议室举行遥 来自河南分公司
电解厂和郑煤集团的 23名员
工参加了考试遥
郑州市总工会生产部副部

长李涛袁 郑州市劳动保障局职
业技能开发处主任牛飞宇袁公
司工会副主席孟德正及电解厂
有关领导和参赛选手参加了考

试前的开赛仪式遥
牛飞宇代表郑州市技能竞

赛组委会对中铝河南分公司精
心组织本次比赛表示了感谢袁
并预祝此次竞赛圆满成功遥
选手代表和评委代表分别

在会上作了发言遥
孟德正在讲话中希望各位

参赛选手以良好的心态参加比
赛袁把技能竞赛的好作风尧好精
神保持下去袁 以优异的成绩向
北京奥运会和建厂 50 周年献
礼遥

本报讯 渊实习生 王 艳冤7
月 18日袁公司纪委召开了 2008
年年中工作会议遥 会议回顾总
结了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2008
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袁 安排
部署了下半年工作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

崔平出席会议并讲了话遥 中铝郑
州企业两公司各二级单位纪委书
记尧纪检监察员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由公司纪委副书记尧

监察室主任张克山主持遥
崔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遥

他强调袁 两公司各级纪检监察人
员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院 一要整
体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曰 二要加大
企业内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力
度曰三要抓好野三重一大冶制度的执
行袁并做好监督检查曰四要贯彻落
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七
项要求曰 五要继续抓紧抓好效能
监察工作袁维护企业利益遥

如果说袁2007年是河南分公司的 野考
验年冶袁那么刚刚过去的 2008年上半年袁则
是野关山重重袁考验倍增冶的 182天遥进厂矿
石品位持续下滑袁 铝硅比长期徘徊在 5左
右曰原燃物料价格飞涨且供应紧张袁直接波
及正常生产及项目建设曰 铁路运输因南方
冰雪及地震灾害的影响而变得困难重重袁
产品外运遭遇野梗塞冶噎噎一时间袁中铝总

部下达的利润尧成本指标袁如两份沉甸甸的
责任袁压在了分公司万余名员工的肩头浴

迎难而上 降本挖潜
员工是企业真正的主人遥 为了让 野主

人冶 更清晰地感知企业当前所面临的严峻
形势袁进一步增强与企业野同呼吸尧共命运冶
的责任感袁众志成城袁共渡难关袁河南分公
司在去年形势任务教育的基础上袁 加大力

度袁拓展内涵袁广泛深入地开展
了 野形势任务大家谈冶尧野企业有
困难袁我该怎么办冶尧野 我为降本
增效作贡献冶等一系列卓有成效
的大讨论和劳动竞赛活动袁积极
营造了浓厚的 野企业困难我明
白袁降本挖潜勇争先冶的良好氛
围遥

在全面分析并找准降本降
耗尧 挖潜增利潜力点的基础上袁

河南分公司将产量尧 成本指标层层分解落
实到每个岗位尧每位员工遥广大员工牢固树
立野向每一个百分点要效益冶的思想袁立足
本职袁降本挖潜袁一条条好建议纷至沓来袁
一项项小革新层出不穷院 氧化铝一厂三车
间员工通过优化工艺流程袁 将洗涤次数由
4次改为 3次袁每月节约水电费 5万元曰氧
化铝二厂配料车间通过开展野指标争先冶和

野配料之星冶劳动竞赛袁使石灰有效氧化钙合
格率较年初提高了 6%曰 氧化铝一厂通过在
生产现场加装收尘装置袁使扬起的氧化铝微
粉得以收集后再焙烧袁目前已形成年产数千
吨的高白尧超硬化学品氧化铝产能袁构建了
新的高附加值产业链曰运输部积极挖掘现有
机车运能及运量潜力袁充分发挥内燃机车牵
引功率大的优势袁将矿石运输列车编组由 15
辆变为 20辆袁加大编组车数袁增加列车载重
量袁想方设法摊薄运输成本曰研究所分析一
室员工自制一批煅后焦标样用于化验分析袁
在满足分析测定的同时袁每
年节约标样购置费 3万元
噎噎全员降本挖潜热潮的
风起云涌袁 对化解外部环境
造成的产量尧成本指标压力袁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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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公司安全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要求

确保奥运期间安全稳定 强强联手 共推企业腾飞
河南分公司与 4家液碱供应商签订中长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万众一心度关山
要要要河南分公司 2008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回眸

阴 许 拓 周 鹏 李永新

公司纪委召开年中工作会

检验技能水平 展现职工风采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盛 凯冤7月 18日上午袁中国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尧 总裁罗建川和副总裁刘祥
民一行到中铝矿业有限公司调研袁 中铝郑州企业协调
委员会主任王熙慧陪同调研遥
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小凯袁党委书记吕振树袁副

总经理董光辉尧潘德生尧张本岩袁党委副书记秦和平及
矿业公司机关各部门经理和各矿山矿长尧党委渊总支冤
书记参加了调研会遥

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小凯就 2008 年上半年矿
业公司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袁 对下半年工作提出
了思路和落实措施袁 并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
施向总部领导作了汇报遥
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吕振树结合实际工作对矿

业公司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袁 并对矿业公司今后的
发展提出了建议遥
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主任王熙慧在讲话中表示要

全力以赴地支持矿业公司的工作遥
罗建川在对矿业公司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后袁 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全面的
分析遥 他要求矿业公司在今后的工作中院一要解放思想袁
提高认识袁 全面实现公司的资源战略目标曰 二要深挖潜
力袁降本增效袁全面完成总部下达的任务曰三要以人为本袁
加强矿山的队伍建设曰四要加强矿山制度建设袁加强自建
矿山建设曰五要增强危机尧责任尧竞争意识曰六要加强党建
和思想政治工作袁切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遥
又讯 渊通讯员 杨建民 马心伟冤7月 16日袁中国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尧 总裁罗建川率领调研组
一行八人莅临郑州研究院调研指导工作遥 罗总一行在
研究院领导李旺兴尧 陈建华等的陪同下参观了该院铝
土矿综合利用试验基地尧科技孵化园区等单位遥研究院
领导李旺兴尧陈建华尧赵庆云尧周韶峰和院长助理樊大
林以及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了当天的汇报会遥
会上袁李旺兴根据公司面临的严峻形势袁针对铝土

矿品位下降等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袁 并建议公司推广
应用先进的实用技术遥 罗建川认真听取汇报后对研究
院近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遥同时袁罗
建川要求研究院在今后的工作中院一要审时度势袁有的
放矢,解决当前的生产实际问题袁让技术出效益曰二要
加大现有研发项目推进力度袁加大经济评价的研究曰三
要海纳百川袁前沿发展,开发出国内一流尧世界一流的
成果袁为公司发展作贡献曰四要以研发项目为平台袁加
大专业人才的培养袁 建立一套研发人员的绩效考核机
制曰五要全力实现和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遥
研究院党委书记陈建华表示袁 在公司党组的正确

领导下袁全院干部员工将团结一致袁一定圆满完成公司
下达的各项考核指标遥

本报讯 渊记者 赵 敏 实习生 王 艳冤7月 21日袁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参加了中铝公司安全稳定工作电视
电话会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王熙慧尧孟若志尧吕子
剑尧江新民尧刘保正袁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鲍宇尧孙少
波袁 两公司各二级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和机关部室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中铝公司党组成员尧副总经理吕友清受中铝公
司党组书记尧 总经理肖亚庆委托袁 作了安全稳定工作报
告遥他对中铝公司上半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了通报袁对下
半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院一尧认清形势袁抓好落实曰二尧
加强奥运会尧残奥会期间的安全管理曰三尧继续开展隐患
排查治理活动曰四尧按照野严尧细尧实尧新尧恒尧齐冶的管理理
念袁全方位尧全过程尧多手段强化安全管理曰五尧加快推进
中铝公司应急救援指挥中心项目建设遥

针对下一阶段的稳定工作袁他强调院一要确保纪念改
革开放 30周年和北京奥运会等活动的成功举办袁建立和
完善稳定工作责任制曰 二要继续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和化
解工作曰三要认真处理上访老户问题袁要依靠地方政府协
调解决曰四要稳步推进企业改革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问题
和矛盾曰五要切实做好奥运会期间的安全防范工作曰六要
继续做好稳定工作预案袁扎实推进企业稳定工作遥
中国铝业执行董事尧 副总裁刘祥民对贯彻落实本次安

全稳定电视电话会精神提出了要求遥 他要求各单位要结合
自身情况袁采取针对性措施袁做好安全稳定工作袁要务求实
效袁抓好落实袁确保奥运会期间企业安全稳定运行遥

本报讯 渊记者 赵 敏 通讯员 李永新 实习生
李 红冤强强联手袁互惠互利袁携手谱写和谐共赢新篇
章遥7月 22日袁河南分公司与河南神马氯碱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尧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尧平煤集团开封东
大化工有限公司尧 江苏金浦北方氯碱化工有限公司签
订了中长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遥
长期以来袁 河南分公司与 4家液碱企业始终保持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遥 河南分公司作为国内铝工业龙头企业
和河南省重要的工业企业袁连续两年实现了野双百亿冶目
标曰四家液碱企业也是全国重要的大型化工企业袁技术先
进袁实力雄厚遥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袁标志着双方正
式走上了强强联合之路袁成为中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遥此举
是双方共同抵御市场风险袁增进企业战略互信袁实现野互
惠互利尧和谐共赢冶的重要战略实践袁必将为推动行业融
合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产生积极的借鉴意义遥
河南省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生产调度处处长任建设袁

上街区区委副书记刘霞尧 副区长赵敏袁4家液碱企
业领导王颍州尧孙振峰尧王福贞尧周炳杰袁河南分公
司总经理王熙慧尧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尧分公司副
总经理江新民尧 公司工会主席纪行及分公司总经
理助理鲍宇尧孙少波等出席了签字仪式遥
仪式上袁 任建设要求河南分公司要和 4家企

业牢牢把握难得的机遇袁坚持好字优先袁好中求快袁
优势互补袁共同发展袁为推动河南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袁为加快中原崛起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浴
刘霞希望双方要以此次签订协议为起点袁加

强全方位尧多层次尧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袁拓展合
作空间袁夯实合作基础袁扩大合作成果袁为促进中
原崛起袁构建和谐社会贡献新的力量浴
王熙慧表示院野今天袁我们在这里共同签订协

议袁标志着双方友好合作又掀开了新的篇章遥我们将紧
紧抓住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袁 与上下游客户
携手并肩袁共同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袁进一步深
化全方位尧多层次的战略合作袁为促进河南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袁实现中原崛起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遥 冶
在招待酒会上袁王立建说:野今天袁我们再度握手袁是

实现强强联合袁共同推进企业腾飞的重要举措遥我们愿
同诸位一道袁为创建一流企业袁振兴民族工业袁促进中
原崛起而不懈努力浴 冶

4家供应商也一致表示袁今后一定会继续精诚合作袁
携手共进袁 努力践行和不断深化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袁
共同抵御市场风险袁实现互利共赢尧共同发展的目的遥
仪式结束后袁在王立建尧鲍宇尧孙少波的陪同下袁4

家企业客人还参观了河南分公司厂史展览室尧 氧化铝
二厂主控室袁并观看了叶铝是怎样炼成的曳专题片遥
上图为协议签字现场遥 孟友光 摄影

中国加油袁奥运加油浴
圣火与你我同行袁奥

运在你我心中浴
传递激情袁点燃梦想袁

中铝郑州企业全力支持北

京奥运浴

中铝郑州企业生活后勤服务系统改革问题解答 渊全文见三版冤

野祥云冶圣火耀中原
要要要中铝郑州企业领导参与奥运圣火传递特记 渊全文见四版冤

本报讯 渊记者 马三朝 周玉
梅冤2008 年 7月 25日袁野祥云冶辉
映中原袁奥运火炬在郑州传递遥 中
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会主任尧河
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和中铝郑
州企业协调委员会委员尧 中国长
城铝业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带着
中铝郑州企业职渊员冤工对奥运的
祝福和期盼袁参加了圣火传递遥

参加郑州站火炬接力的火炬
手共 208名遥 有中国女排宿将张蓉
芳尧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主播
海霞尧 中国射击史上第一个女子世
界冠军巫兰英等和郑州市各条战线
上的典型代表尧 党政事业单位中的
先进分子尧杰出的企业家等遥

上午 8点整袁 起跑仪式在郑东
新区省艺术中心举行遥中心广场鲜花
簇拥袁国旗飘扬袁处处洋溢着热烈喜
庆的氛围遥 人们挥动手中的国旗尧五
环旗袁为中国加油浴 为奥运加油浴

8点 0愿分袁 国家体育总局排
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尧 中国

女排原队长张蓉芳从河南省委书
记徐光春手中接过第一棒野祥云冶
火炬袁 奥运圣火开始在河南首站
郑州的传递遥

作为第 27棒火炬手袁王熙慧
总经理与第 26棒火炬手完成交
接袁手中的野祥云冶火炬被点燃遥
野奥运加油!中国加油!郑州加油浴冶
观众为王总呐喊助威遥
作为第 37棒火炬手袁王立建

书记引燃火炬袁与 36棒火炬手击
掌相祝袁开始了火炬传递遥 他高高
举起火炬袁含笑向观众挥手致意遥
人们跑动着为他加油助威遥

10点 02分袁最后一棒火炬手尧
中国工程院院士尧 解放军信息工程
大学校长邬江兴点燃设在国际会展
中心的圣火盆袁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
力郑州站的传递圆满结束遥

左图为王熙慧手持火炬向观
众致意遥

右图为王立建正在传递火
炬遥

野祥云冶靓绿城 圣火耀中原
中铝郑州企业领导王熙慧尧王立建参加奥运火炬郑州站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