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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周玉梅 实习生 李 红冤
7月 30日袁长城铝召开了设备管理会议袁传达
中铝公司设备管理方面有关规定袁 安排部署
设备管理工作遥 长城铝副经理霍本龙参加会
议并讲了话遥 长城铝各二级单位及控股公司尧
子公司设备管理工作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长城铝实业管理部主任丁正辰传达

了中铝公司关于设备点检的规定袁与会人员作

了本单位设备管理方面的经验交流发言遥
霍本龙希望广大职工从基础做起尧细节

做起袁扎实做好设备管理工作遥 他要求各单
位在设备管理工作上要做到院一尧完善设备
管理体系曰二尧落实相关规章制度曰三尧主动
开展工作袁摸清设备情况曰四尧积极做好设备
维护与保养曰五尧加大对设备管理人员的培
养力度遥

从 细 节 处 抓 好 设 备 管 理

本报讯 (实习生 王 艳)近日袁长城铝召
开了河南长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启动
方案可行性专家论证会遥河南分公司副总经
理吕子剑尧长城铝副经理霍本龙尧原长城铝
副经理张维华尧长城铝经理助理张宇震及相
关单位负责人尧有关专家参加了论证会遥
会上袁长城化工生产启动方案负责人代

表长城铝作了叶河南长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超细氢氧化铝项目渊技术改造冤曳的报告遥 超

细氢氧化铝项目是在河南长城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现有生产流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
完善的遥该报告分别从项目概况尧市场分析尧
工艺技术方案尧技术经济分析等方面进行了
阐述和说明遥
与会领导和专家在听取完汇报后袁对该

项目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研讨和论证袁并提
出了建设性意见袁 希望项目方案进一步细
化袁争取早日顺利启动遥

长城化工生产启动方案接受论证

世 界 聚 焦 中 国 北 京
百 年 梦 想 今 宵 成 真

本报讯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李 红 韩云芸冤8
月 4日袁长城铝经理曾庆猛尧副经理霍本龙尧副总会
计师丁一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对建设公司上半年
生产经营尧项目建设等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
进行了调研遥
调研会上袁曾庆猛一行听取了建设公司负责人

对上半年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和下一阶段工作安排
所作的汇报袁详细了解了建设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所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遥针对建设公司提出的急需长城
铝协调解决的问题袁随行的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一
一进行了解答遥
霍本龙对建设公司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表示了

肯定袁 他要求建设公司要在下半年的工作中再接再
厉袁抓好内部管理袁重点做好外部市场的扩展袁从技
术和理论两方面加强对职工的培训工作袁 同时要做
好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袁努力做好安全稳定工作遥
曾庆猛对建设公司上半年的工作完成情况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袁 同时他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院一尧进一步开拓生存空间袁努力寻求新的经济
增长点曰二尧依托中铝公司的优势资源袁为企业的发
展做好准备曰三尧完善人才储备体系袁重点做好野选
人尧用人尧育人尧留人冶的工作袁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
好的人力支援曰四尧加大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袁苦练
内功袁努力把建设公司的品牌做大做强曰五尧坚持野服
务主业求生存袁配套主业谋发展冶的原则袁加强对配
套主业尧服务主业的思考袁认真研究和解决好自身发
展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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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接上期第一版冤
中铝郑州企业实施生活后勤服务系统改革的

具体措施有哪些钥
1.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遥 生活后勤服务系统

改革是一个关系千家万户职渊员冤工切身利益的大
事袁中铝郑州企业领导高度重视袁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袁把职渊员冤工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袁采取积极
而稳妥的工作方针遥 为此袁后勤服务系统改革领导
小组将进一步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袁最大限度地
用足国家政策袁最大限度地维护职渊员冤工及离退休
人员的切身利益袁认真做好改革工作的组织实施遥

2.加大改革工作的宣传力度遥积极做好后勤服
务系统改革的宣传袁加强舆论引导袁使广大职渊员冤
工和离退休人员深入了解国家和中铝公司的相关
政策袁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袁取得广大
职渊员冤工和离退休人员对后勤服务系统改革的理
解和支持袁确保改革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遥

3.加强沟通协调遥生活后勤服务系统改革事关
中铝郑州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稳定大局袁营造和谐稳

定的改革环境袁是顺利完成改革任务的政治保障和
前提遥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与中铝公司的沟通袁及时
了解和掌握改革的相关政策袁准确合理地用足用好
政策曰二是加强与职渊员冤工和离退休人员的沟通袁
积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稳定工作袁促进企业在改革
的同时快速健康稳定发展曰三是加强与兄弟单位的
沟通袁学习借鉴兄弟单位的成功经验遥

4.加快改革进度遥要按照中铝公司关于后勤改
革的总体要求加快后勤改革的步伐袁争取改革的主
动性遥从目前改革形势的要求来看袁晚改不如早改袁
争取早改早受益袁在改革过程中充分利用好国家政
策袁最大限度地保障广大职渊员冤工及离退休人员的
切身利益遥

5.进一步完善电表收费软件及设施建设袁尽快
实现充值卡收费袁方便职渊员冤工缴费袁确保改革后
生活后勤服务设施达到国家或行业要求的标准袁实
现计量准确尧收费透明的基本目标遥

6.结合中铝郑州企业的实际袁生活后勤服务系
统改革将采取先易后难尧分步实施尧稳步推进的策

略袁液化气尧生活用电已具备收费条件袁可以进行先
改袁水尧暖暂不完全具备收费条件袁待条件成熟后实
施遥
生活后勤服务系统改革是贯彻国家推进国有

企业改革政策尧落实中铝公司后勤服务系统改革指
导意见的必然要求袁也是确保企业持续尧健康尧稳步
发展的重要举措袁势在必行遥因此袁我们要在十七大
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袁认真实现中铝公司确
定的后勤服务系统改革总体目标袁执行中铝公司提
出的具体措施和要求袁逐步完成中铝郑州企业生活
后勤服务系统的改革遥 改革有利于企业发展袁唯有
发展才能促进稳定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职渊员冤工的
利益遥 我们相信袁有广大职渊员冤工及离退休人员的
理解和支持袁有中铝公司的政策保障袁有各单位认
真细致的组织袁中铝郑州企业的生活后勤服务系统
改革工作一定能顺利完成遥 渊完冤

中铝郑州企业生活后勤服务系统改革问题解答

本报讯 渊记者 赵 敏 实习生 李永新冤8
月 5日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首次联合召开了年
中工作会议遥会议传达贯彻了中铝公司年中工作
会议精神袁全面总结了两公司上半年生产经营和
改革发展情况袁深入分析了企业发展面临的严峻
形势袁 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目标和举措袁

动员各级管理者和广大职渊员冤工进一步认清形
势袁坚定信心袁迎接挑战袁战胜困难袁坚决打赢挖
潜增效攻坚战袁确保全面完成中铝公司下达的各
项生产经营任务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王熙慧尧 曾庆猛尧

王立建尧孟若志尧吕子剑尧江新民尧刘保正尧纪行尧

霍本龙出席了会议遥两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二
百余人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由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吕子剑主持遥
会上袁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摘要传达了中铝

公司党组书记尧总经理袁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肖亚庆在中铝公司年中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遥

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会委员尧长城铝经理
曾庆猛作了叶统一思想袁坚定信心袁抢抓机遇袁加
快调整袁为全面实现公司全年方针目标而努力奋
斗曳的工作报告遥

上半年袁长城铝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袁及时
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袁克服生产成本上升等
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袁狠抓生产经营袁强化专业
管理袁在公司主要领导交替的情况下袁依然实现
了生产经营的持续发展和职工队伍的稳定遥主导
产品水泥销量完成年计划的 50.2%曰碳素制品产
销量同比增长 24%和 25%曰实现建筑业产值和钢
结构产值同比增长 45%和 21.1%曰物流经营收入
同比增长 429%袁利润完成年计划的 85%曰软件开
发等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47.6%曰对外投资收益同
比增长 12%曰 综合经营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2%袁累计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7.2%遥
在认真分析下半年面临的形势任务后袁曾庆

猛强调要重点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院一是坚定不
移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企业确定的发展思路
和工作部署上来曰二是认真做好下半年生产经营
工作曰三是以专业化管理为主线袁构建新的内控
体系曰四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袁培育公司主导产
业曰五是加强三支队伍建设袁为公司发展提供有

力的人才支持曰六是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改革改
制工作曰 七是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和稳定工作曰八
是进一步加强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遥
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会主任尧河南分公司

总经理王熙慧作了叶认清形势袁迎难而上袁挖潜增
效袁为全面完成全年工作任务而努力奋斗曳的工
作报告遥

上半年袁河南分公司克服资源能源竞争白热
化尧原燃材料大幅涨价等困难袁深入开展降本增
利活动袁坚持野向每一个百分点要效益冶袁较好地
完成了中铝总部下达的生产经营建设任务遥氧化
铝生产完成年计划的 52.07%曰 电解铝生产完成
年计划的 51.66%袁同比增长 3.97%袁其中铝合金
扁锭同比增长 66.45%曰 碳阳极生产完成年计划
的 55.56%袁同比增长 5.53%袁碳阳极出口合同合
格率保持 100%曰 实现营业收入比预算进度多完
成 2.1 亿元袁 实现利润比预算进度多完成 6033
万元遥
围绕今年各项工作目标的实现袁王熙慧提出

了九点具体要求院 一是深入开展降本增利活动袁
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曰二是优化生产
运行方案袁 实现低铝硅比条件下的精益生产曰三
是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袁 力争早日发挥效用曰
四是加大节能减排攻坚力度袁确保实现和完成中
铝总部和省市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曰五是深化自
主创新袁充分发挥科技降本增利作用曰六是夯实
基础袁挖潜增效袁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曰七是坚持
营销增利袁深化战略合作曰八是强化党建和思想
政治工作袁保持和谐稳定大局曰九是发挥合力袁实
现中铝郑州企业和谐共赢遥

王熙慧特别强调要深入开展 野我为构建和谐
中铝郑州企业作贡献冶活动袁牢固树立野一家人冶尧
野一盘棋冶思想袁坚持同心尧同向尧同步尧同力袁万众
一心袁坚决打赢挖潜增效攻坚战遥要全力支持长城
铝重点项目建设曰继续加大工程建设支持力度曰向
长城铝广泛开放市场袁力争多采购长城铝产品曰在
残次品和工业废渣尧废料销售等方面袁优先满足长
城铝需要曰 支持长城铝在产品互供等方面开展集
中管理工作曰 千方百计支持长城铝所属服务公司
等集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曰 全力以赴支持矿业有
限公司做好资源获取和开发工作袁 不断提高资源
保障程度曰积极配合矿业有限公司做好探矿尧找矿
和矿权转让等工作袁积极协调铁路运输部门袁不断
创新运输形式袁尽快提高进厂矿石储备遥
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会委员尧公司党委书

记王立建代表公司党委就如何贯彻落实两公司
年中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三点意见院一是认清形
势袁统一思想袁坚定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的信
心曰二是求真务实袁转变作风袁进一步加强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曰三是凝心聚力袁同心同德袁努
力实现中铝郑州企业科学发展尧和谐发展遥 他号
召两公司各级管理者和全体职渊员冤工齐心协力袁
真抓实干袁迎难而上袁克难攻坚袁坚决打赢降本增
利这场攻坚战袁为实现两公司年度方针目标和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而努力奋斗袁为把中铝公司建设
成为国际化多金属矿业公司不断作出新的尧更大
的贡献遥 左图为大会会场遥 孟友光 摄影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首次联合召开年中工作会议时袁强调要要要

携手共进袁坚决打赢挖潜增效攻坚战

野奥运加油袁中国加油浴 冶今天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袁河南分公司员工的心
也随着奥运节拍一起跳动遥 自北京奥组委推出了统一的奥运赛场文明加油手势后袁
企业员工就在工余时间学练袁为奥运精神更快尧更高尧更强喝彩袁展示出现代中国企
业员工的热情与文明遥

图为分公司员工整齐划一地练习奥运赛场文明加油手势遥 袁 媛 摄影

2008年 8月 8日袁 一个万众瞩目的日子袁
身披祥云袁凌空而来噎噎
取自希腊奥林匹亚遗址的奥运圣火自 4月离

开北京后袁在四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风雨兼程袁照
亮了寰宇五大洲尧世界之巅和神州大地遥 今夜袁奥
林匹亚的火种即将点亮北京的夜空遥 五千年文明
古国张开怀抱袁用亮丽的笑脸迎接八方嘉宾遥

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人们在一场盛大的庆典
中共享欢乐尧放飞激情袁见证野同一个世界袁同一
个梦想冶遥象征人类团结尧友谊尧和平的奥林匹克
运动袁 在古老而又青春勃发的北京揭开崭新的
篇章遥 渊新华网冤

心系奥运 袁为中国加油 浴

本报讯 (记 者 奚望丞 实习
生 高建华 赵秀丽) 8 月 7 日袁
中铝河南分公司召开了确保奥运
会期间暨下半年生产尧 安全尧 环
保尧 保卫工作专题会议遥 会议要
求各二级单位深入贯彻中铝公司
年中视频会议精神袁 落实分公司
年中工作会议精神袁 以高效实际
的工作确保奥运期间暨下半年生
产工作的安全稳定运行遥 分公司
副总经理江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分公司
总经理王熙慧在中铝郑州企业两
公司 2008年年中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精神遥 会上袁 安环部等相关部
门分别部署了下半年特别是奥运
会期间生产组织尧 安全环保尧 消
防保卫等方面的重点工作遥

江新民强调袁 广大员工要对

中铝公司及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年中工作会议精神领会到位袁 落
实精神袁 追求实效遥 安全工作要
从 野严冶 从 野狠冶 抓起袁 预防为
主袁 防微杜渐袁 把事故消灭在萌
芽状态遥 他指出袁 下半年袁 生产尧
安全尧 环保尧 保卫等各方面工作
要重点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开展院
一是坚持向安全生产尧 环保要效
益曰 二是坚持向节能减排要效益曰
三是坚持向反对浪费要效益曰 四
是坚持向管理要效益曰 五是坚持
向科技要效益曰 六是坚持向落实
要效益遥
最后他号召广大员工认真落

实安全环保运行尧 保卫工作尧 生
产运行管理等各项措施袁 确保奥
运会期间分公司生产经营尧 安全
环保等工作的稳定和谐运行遥

务求实效 确保奥运期间安全稳定
河南分公司召开奥运会期间暨下半年生产安全专题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