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第一版冤落实节能减排袁实施自主创新袁推进科学发展袁形成了年产
氧化铝 230万吨尧碳素制品 22万吨尧水泥 70万吨和供矿能力 1200万吨
的规模袁与改制前的 2001年相比袁氧化铝产量尧产能尧资产总值和销售收
入实现了野四个翻一番冶袁一座节能环保尧技术先进尧管理科学的特大型铝
工业基地在中原大地上迅速崛起遥
中铝郑州企业今天的成绩袁是老一辈创业者艰苦奋斗尧顽强拼搏的

结果袁是各级管理者和广大员工团结协作尧开拓创新的结果袁是省市区各
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袁特别是上街区委尧区政府及时排忧解难袁为
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遥 在此袁我代表中铝公司党组和两公司
领导班子袁向始终给予企业大力支持的河南省尧郑州市以及中铝郑州企
业所在地的各级党委尧政府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浴

当前袁公司生产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袁资源尧能源尧电力等原材
物料价格持续上涨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遥 温家宝总理在汶川地震后讲过
野多难兴邦冶遥 今天我想借用一句袁那就是野逆境兴企冶,越是面对困难和挑
战袁越能激发我们的干劲和斗志袁体现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袁提升
我们应对变化和把握机遇的能力遥今天袁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袁关系着
中铝郑州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自备电厂项目正式投产遥希望中铝郑州企业
各级管理者和广大职渊员冤工紧紧把握机遇袁坚持野向一个百分点要效
益冶袁精心组织袁科学调度袁确保自备电厂安全尧稳定尧经济尧高效运行袁早
日实现成本和产量 野双达标冶遥 在推进国际化多金属矿业公司的征程
中袁 我衷心希望中铝郑州企业全体职 渊员冤 工能站在公司改革发展的
前沿袁 把实现个人抱负与公司的发展结合起来袁 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创
业者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袁 把喜庆建厂 50周年所激发的热情转化为勇
于迎接挑战尧 战胜困难的信心袁 转化为立足岗位尧 扎实工作的强大动
力袁 在省尧 市尧 区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袁 统一思想袁 坚定信心袁
迎难而上袁 推动中铝郑州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袁 为河南经济发展和
公司业绩提升作出更大的贡献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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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赵 敏 实习生 李
永新 郭雯婷冤野请问院 中铝郑州企业是
如何发挥大企业的影响力尧带动力和凝
聚力袁促进职(员)工尧企业尧社会和谐发
展的钥冶野国有企业肩负着维护国家经济

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任遥中铝郑州企业
建厂 50年来袁始终坚持报效国家,回报
社会,造福员工噎噎冶中铝郑州企业协
调委员会主任尧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
慧铿锵有力地回答记者的提问遥这是 8

月 27日袁 中铝郑州企业在银都宾馆五
楼多功能厅举行庆祝建厂 50周年新闻
发布会上的一幕遥
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领导王熙慧尧

吕振树尧王立建尧姜小凯尧曾庆猛等出席
了新闻发布会遥中铝
郑州企业三公司有
关职能部室负责人
参加了发布会遥发布
会由中国长城铝业
公司党委副书记崔
平主持遥

发布会上袁中央
驻豫新闻媒体和工
人日报社尧河南日报
社尧 河南电视台尧中
国有色金属报社等
17 家新闻单位的 28
位记者齐聚一堂,对
中铝郑州企业 50年
来取得的辉煌成绩
以及未来的发展思
路尧举措等进行了集
中采访遥

王熙慧代表中
铝郑州企业 3 万余
名职渊员冤工袁向参加
新闻发布会的各位
记者朋友表示了热
烈欢迎袁向多年来始

终关心支持中铝郑州企业改革发展的
各新闻媒体表示了衷心感谢遥
他说院50年来袁中铝郑州企业为繁

荣地方经济尧振兴民族铝工业发挥了重
要作用遥 实现了四个发展要要要创业发
展尧改革发展尧跨越发展和科学发展袁书
写了六个第一遥 这些成绩的取得袁不仅
是一代代铝业建设者辛勤奉献的结果袁
更与中铝总部和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长
期以来对中铝郑州企业的关心和支持分
不开遥野十一五冶时期袁中铝郑州企业将深
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
部署袁坚持科学发展尧节约发展尧安全发
展尧和谐发展袁大力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企业袁力争到野十一五冶末袁资产
总值和销售收入双双突破 200亿元袁不
但在产量尧 成本等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
平袁而且在节能减排尧环境保护尧履行社
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树立良好的国际声
誉袁成为结构合理尧技术先进尧管理科学
的内有控制力和凝聚力尧 外有竞争力和
影响力的世界氧化铝强企遥
发布会上袁王熙慧尧姜小凯尧曾庆猛

还分别就如何发挥大企业的影响力尧带
动力尧凝聚力袁促进员工尧企业尧社会和
谐发展和如何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
政策以及如何实现矿石资源的综合开
发利用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长城铝下一
步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尧措施等方面内
容回答了记者提问遥

继 往 开 来 话 发 展
中铝郑州企业举行庆祝建厂 50周年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王 艳冤8月 27日, 中铝
郑州企业在银都宾馆召开了纪念建厂 50周年座谈会, 共同
庆祝中铝郑州企业建厂 50周年遥中铝郑州企业领导王熙慧尧
吕振树尧王立建尧姜小凯尧曾庆猛出席会议遥 来自中铝郑州企
业的离退休老领导尧老同志袁劳动模范袁内退职工及在职职
渊员冤工等各界代表三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遥
会议由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吕振树主持遥
在和谐尧融洽的气氛中袁与会领导和各界代表共同观看

了叶与共和国同辉煌曳纪念建厂 50周年的电视专题片遥
随后袁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会主任尧河南分公司总经

理王熙慧发表了讲话遥 他表示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齐聚一
堂袁共同庆祝中铝郑州企业建厂 50周年遥他全面回顾总结了
中铝郑州企业 50年来的发展历程袁 同时代表中铝郑州企业
协调委员会袁向与会代表和为企业曾经作出贡献和正在作出
贡献的全体职渊员冤工及家属袁致以了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
谢遥 他强调袁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袁将继续坚持解放思想袁推
进科学发展袁继续坚持文化育人袁凝聚团队力量袁继续坚持以
人为本袁增强企业活力袁继续坚持和谐发展袁促进互利共赢遥
座谈会上袁与会代表分别结合自身实际袁满怀深情地回

顾了中铝郑州企业建厂 50年来走过的每一步辉煌之路袁畅
谈了自己对于企业未来发展的设想遥 大家纷纷表示袁要以建
厂 50周年为契机袁进一步坚定信心袁凝聚力量袁鼓舞斗志袁为
促进中铝郑州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袁实现中铝郑州企业在新的
历史时期的新跨越作出自己的贡献遥
上图为座谈会现场遥 孟友光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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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周玉梅 实习生 王欣欣 李红冤8
月 28日袁中铝郑州企业野辉煌五十年冶书法尧美术尧摄
影展在 22街坊灯光球场拉开帷幕遥

中铝郑州企业领导王熙慧尧 吕振树 尧 王立建尧
曾庆猛尧 孟若志尧 崔平尧 吕子剑尧 江新民尧 刘保
正尧 霍本龙等领导和中铝郑州企业文联总顾问尧 郑
州老年书画研究会长城铝分会会长张建陆袁 省文联
领导袁 中铝郑州企业三公司有关职能部室尧 二级单
位负责人袁 书法美术摄影爱好者袁 职 渊员冤 工代表
参加了书画摄影展开幕仪式遥

开幕仪式由矿业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尧 工会主席尧
中铝郑州企业文联副主席秦和平主持遥

省文联领导致辞袁 对中铝郑州企业 50年厂庆表
示热烈祝贺遥 公司工会主席尧中铝郑州企业文联主席
纪行在讲话中对这次展览进行了评价和概括遥

在喜庆的鞭炮声中袁与会领导为展览剪彩袁并和
书法尧美术尧摄影爱好者袁职渊员冤工代表一起观看了参
展作品遥

大家在一幅幅精美的书法尧美术尧摄影作品前驻
足袁感受作品中激荡的发展旋律尧跳动的和谐脉搏袁回

忆中铝郑州企业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和几代铝城人的
艰辛与努力尧光荣与自豪遥
职渊员冤工代表说袁这些参展作品内容丰富袁主题

鲜明袁富有时代气息袁从不同角度热情讴歌了中铝郑
州企业 50年来取得的成就袁 表达了中铝郑州企业职
渊员冤工和离退休人员尧内退职工庆祝建厂 50周年的
喜悦心情遥
仪式上袁还向参观展览的人员赠送了中铝郑州企

业叶辉煌 50年书法尧美术尧摄影作品集曳遥
右图为书法美术摄影展开幕仪式遥孟友光 摄影

群 英 荟 萃 展 风 采
中铝郑州企业举办野辉煌五十年冶书法尧美术尧摄影展

50年天翻地覆慨而慷袁50年丹心慧智著华
章遥值此举国同庆 2008年北京奥运盛会圆满举办
之际袁中铝郑州企业迎来了她 50周年的华诞浴
从 1958年正式开工建设袁 到 1960年顺利

产出 8吨氧化铝曰从 1964年独创震惊世界的混
联法氧化铝生产新工艺袁到 1986年氧化铝年产
量历史性地达到 60万吨遥 在近 30年的发展历
程中袁光荣的老一代铝业人发扬野自力更生尧艰
苦奋斗冶的创业精神袁栉风沐雨袁披荆斩棘袁历经
4期改建尧扩建袁使氧化铝产量逐年递增袁在国内
同行业中一直保持了野产量最高尧质量最优尧成
本最低和效益最好冶的发展态势遥

1992 年袁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组建成立袁生
产尧科研等方面的整体优势开始凸显遥一水硬铝
石管道化溶出装置尧 气态悬浮焙烧炉等制约生
产的野瓶颈冶相继被攻克遥 野选矿拜耳法氧化铝生

产技术冶尧野高铝硅比
烧结新技术冶等一批
专有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袁引领了我
国铝工业的技术升
级步伐遥

2002年袁伴随着
中国铝工业的航空母舰要要要中国铝业在纽约尧
香港成功上市袁 重组改制后的中铝郑州企业宣
告成立袁开始步入超常规尧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新
阶段遥企业发展力尧经济带动力尧科技创新力尧社
会影响力和文化凝聚力不断增强袁 综合管理水
平明显提升袁科学发展尧节能减排成效显著遥 短
短 6年间袁 主导产品氧化铝年产量由 107万吨
猛增至 230万吨袁翻了一番多遥 先后有近 100项
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尧国内先进水平遥一批重大节

能减排项目相继建成袁 产业结构调整迈出可喜
步伐遥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和产品综合能耗明显
下降袁循环经济效益凸显袁主要环保指标全部达
到或优于国家标准袁实现了经济尧社会尧环保效
益的和谐共赢遥

截至 2008年 7月袁中铝郑州企业 50年来累
计生产氧化铝 3170万吨尧 电解铝 122万吨尧碳
阳极 258 万吨尧水泥 1333 万吨袁生产矿量 9451
万吨袁实现销售收入 800亿元袁利润 140 亿元袁

上缴税费 110 亿
元袁企业年资产总
值和销售收入分
别达到 155 亿元
和 130亿元以上袁
年实现利税 30 亿
元以上袁成功跻身

世界氧化铝企业前 5强袁蝉联亚洲第一袁位居中
国制造业 500强铝工业企业首位尧 河南省百强
企业前茅遥 为实现中原崛起尧振兴民族铝工业尧
回报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要要要中铝郑州企业已
经昂然站立在了改革发展的新起点浴
改制后的中铝郑州企业迸发出了前所未有

的活力和张力浴原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尧国资委
主任李荣融尧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尧郑州市委书
记王文超等领导先后到企业视察袁 并对企业跨

越发展尧科学发展尧和谐发展的巨大成就给予了
高度评价浴

展望明天袁中铝公司野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袁
打造中铝百年老店冶的宏伟目标已经确定袁国际
化多金属矿业公司的发展方向也日渐清晰曰中
铝郑州企业野十一五冶末袁年资产总值和销售收
入双双突破 200亿元袁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和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均比 野十五冶 末下降 20%以
上袁节能 30万吨标准煤以上袁跻身世界氧化铝
强企前列的目标已经确立袁 企业的发展蓝图宏
伟而美丽袁前景壮丽而诱人浴
鲲鹏展翅搏云天袁扶摇直上九万里遥走过 50

年风雨历程的中铝郑州企业袁 将继续背负振兴
民族铝工业的重任袁 合着世界铝工业铿锵前行
的节拍袁踏上新征程袁不断谱写科学发展尧和谐
发展的辉煌篇章浴

站在新起点 踏上新征程
本报评论员

渊上接第一版冤将郑州建设成为现
代化尧国际化尧信息化和生态型尧
创新型的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遥
工业经济是郑州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重要支撑遥 我们将继续坚
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袁 把郑州
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
地尧 铝工业基地尧 食品工业基
地尧 煤化工基地尧 能源工业基
地尧 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新材料基
地遥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铝

公司做大做好袁 衷心希望中铝郑
州企业继续发扬优良传统袁 开拓
进取袁实现企业在更大规模尧更快
速度和更高水平上的发展遥
上街区委尧 区政府要按照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袁优化工业结构袁
推进城乡和谐袁 进一步优化上街
的生态环境尧 人居环境尧 投资环
境尧人文环境袁全面深化与中铝郑
州企业的全方位合作袁 为中铝郑
州企业的发展营造优良的发展空
间遥
最后袁 祝上街的明天更加美

好浴 祝中铝郑州企业的未来更加
辉煌浴

罗建川讲话渊摘要冤 胡荃讲话渊摘要冤

渊上接第一版冤50年来袁全区上下始终坚持
工业强区不动摇袁不断优化升级工业结构袁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袁创优经济发
展环境袁实现了工业经济的大繁荣遥中铝郑州企
业进一步做大做强袁 区属工业企业实现了从无
到有尧从小到大的跨越袁初步形成了以铝尧阀门
装备制造尧粉体三大产业为主导袁以中铝郑州企
业园尧阀门装备制造业基地尧科技孵化园三大特
色园区为支撑袁 中铝郑州企业和区属工业企业
百花齐放袁 铝工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竞相发展的
工业经济发展新格局遥
抚今追昔袁重在开拓未来浴上街这方生机盎

然的沃土袁 有着一个成就不凡尧 令人自豪的昨
天袁正处于一个生机勃勃尧蒸蒸日上的今天袁也
必将拥有一个前景壮丽尧绚丽多彩的明天浴我们
坚信袁在党的十七大精神和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
想的指引下袁在市委尧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袁在
市直各部门和兄弟县 (市) 区的大力支持下袁勤
劳尧朴实尧文明尧聪慧的上街人民坚持弘扬野团结
向上尧奋力拼搏尧敢于创新尧追求精品冶的上街精
神袁丰富完善野强化科技创新袁优化工业结构袁拉
长三产短腿袁推进城乡和谐袁建设精品上街冶的
发展思路袁积极倡树野思必谋精品尧言必论精品尧
做必求精品尧干必成精品冶的精品意识袁必将实
现全区经济的大发展尧城市品位的大提升尧城乡
一体化的大提速尧民生事业的大繁荣尧精品上街
建设的大跨越浴

王熙慧讲话渊摘要冤 周春辉讲话渊摘要冤

渊上接第一版冤 从 1956年批准成立的河南铝业公司到 1958年开工建设的郑
州铝业公司袁从 1964年隶属于中国铝业公司的五茵三厂到 1972年发展壮大
的郑州铝厂袁从 1992年合并组建的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到 2002年重组改制的
中铝郑州企业袁50年来袁在孕育华夏文明的中原大地上袁一代代铝业建设者
栉风沐雨袁披荆斩棘袁为我国铝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遥

50年风雨兼程袁半世纪沧桑巨变遥 50年来袁中铝郑州企业共生产氧化铝
3170万吨尧电解铝 122万吨尧碳阳极 258万吨尧水泥 1333万吨袁实现销售收
入 800亿元袁利润 140亿元袁上缴税费 110亿元袁谱写了报效国家尧回报社会尧
造福职渊员冤工的华彩乐章浴
今天的中铝郑州企业袁风清气正袁政通人和袁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连年迈上

新台阶院年产氧化铝 230万吨尧电解铝 5.8万吨尧碳素 22万吨尧水泥 70万吨尧自
发电 13亿千瓦时袁年供应矿石 1200万吨曰资产总值尧销售收入和年利税分别突
破 150亿元尧130亿元和 30亿元曰位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制造业 500强铝
工业企业首位袁经济效益和纳税总额名列全国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企业前
茅袁利润总额和所得税总额名列河南省工业企业前列曰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和全国文明单位尧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尧河南工业突出贡献企业等称号遥
实践证明袁中铝郑州企业建厂以来的 50年袁是肩负历史重任袁为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不懈奋斗袁在共和国发展蓝图上书写辉煌的 50年曰是与祖国同呼
吸袁共命运袁积极探索袁勇于实践袁锐意创新袁推动我国铝工业持续发展的 50
年曰是一代又一代建设者以高昂的斗志尧饱满的热情尧顽强的意志袁在创建世
界一流企业的伟大进程中袁战胜各种困难和险阻袁不断实现新跨越的 50年浴
同志们袁经过 50年的发展袁中铝郑州企业已经站在了新的战略起点上袁

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遥我们要传承 50年来汇聚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袁汇
聚优秀团队和优秀文化袁振奋精神袁开拓创新袁努力把中铝郑州企业建设成为
科学发展尧环境友好尧管理有序尧和谐共赢袁资产总值和销售收入双双超过
200亿元的新型铝工业基地袁在中铝公司推进国际化多金属矿业公司战略转
型的征程中再创新的辉煌浴

图为新闻发布会现场遥 孟友光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