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势恢宏的 70万吨氧化铝扩建工程

中铝郑州企业为社会捐赠

中铝郑州企业职渊员冤工关注春蕾女童健康成长

职渊员冤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建筑设备生产厂房 繁忙的采矿场 矿石开采后复垦的土地 水泥产品

绿树掩映的生产厂区 铝锭产品 碳素产品氧化铝产品

中铝郑州企业袁坐落于郑州市上
街区袁是由中铝河南分公司尧中国长城
铝业公司和中铝矿业有限公司组成的
特大型铝联合企业遥 主要业务涵盖矿
石开采尧冶炼尧发电尧运输尧建筑安装尧
机械制造尧科研尧设计以及酒店服务尧
房地产开发尧仓储物流尧信息通信尧工
业自动化控制和软件开发等遥 主要产
品有院氢氧化铝尧多品种氧化铝尧水泥尧
铝锭尧碳素制品尧金属镓等遥至 2008年
7月袁 中铝郑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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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亿元以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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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
益和纳税总额连续 4年蝉联全国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企业第一位袁连
续两年被评为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
业遥 利润总额蝉联河南省企业渊集团冤

第一袁 纳税总额名列河南省纳税百强
企业第二名袁 被评为首批河南工业突
出贡献企业,是郑州市第一利税大户遥

50年来袁中铝郑州企业累计生产
氧化铝 3170万吨尧矿石 9451万吨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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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亿元尧
利润 140亿元袁上缴税费 110亿元以
上袁 为振兴铝业尧 报效国家尧 造福职
渊员冤工尧回报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遥先
后荣获了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
业尧全国文明单位尧全国企业文化建设

先进单位和全国学习型组织先进单位
称号袁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尧全
国优秀企业野金马奖冶尧全国企业文化
建设工作创新奖尧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状等袁被评为全国主辅分离典型企业尧
国资委野四五冶普法先进单位尧河南省
扭亏增盈先进单位和河南省百强企
业尧河南省文明单位尧河南省创建和谐
劳动关系模范企业等遥

1958年 8月 20日前袁郑州上街
还是一个荒凉的小乡村袁杂草丛生袁
黄土贫瘠遥 就是那一天袁来自祖国五
湖四海的 1万多名建设者在这里开
始了用青春和热血振兴尧 发展祖国
铝工业的创业拼搏遥 野南嵩山袁北邙
山袁两山之间现奇观遥 红旗如潮人如
海袁巍巍铝城正兴建冶遥 由此拉开了
上街铝城建设的序幕遥
他们天当被袁地当床袁吃住在现

场遥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袁用自己

的智慧和双手硬是建起了一座大型
工厂遥 在铝工业人的不懈努力和顽
强拼搏下袁 经过 4期工程扩建袁到
1986年袁中铝郑州企业氧化铝年产
量历史性地达到 60万吨袁在国内同
行业保持产量最大尧质量最优尧成本
最低尧效益最好的领先地位袁氧化铝
产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袁 为共和国
工业经济的起步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遥

1992 年袁郑州铝厂尧中州铝厂尧
郑州轻金属研究院尧郑铝矿山公司 4

家合并组建成中国长城铝业公司袁
由此拉开了中铝郑州企业建设的新
篇章遥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的成立袁使
企业在生产尧科研尧建设尧管理等方
面显示出了整体优势遥 自主研发的
一大批专有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袁 为我国铝工业的技术升级奠定
了坚实基础遥

1996年 6月袁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的江泽民到长铝公司中州铝厂视
察遥 同年 7月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
邦国来到长铝公司视察遥 领导的关怀袁
为长铝公司的发展袁 为中州铝厂问题
的解决指明了方向遥

2003年 11月袁时任河南省委书
记的李克强为中铝郑州企业 70万吨
氧化铝扩建工程奠了基袁并为中铝公
司和中铝郑州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殷
切希望遥

2004年 6月袁 国资委主任李荣
融到中铝郑州企业考察袁 对中铝郑
州企业取得的业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袁 并希望中铝郑州企业为中国铝
工业的发展袁 为河南经济的振兴作
出贡献遥

2005年 9月袁 河南省委书记徐
光春到中铝郑州企业考察工作袁并
亲自为中铝郑州企业野70万吨工程冶
第一系列带料试生产启动按钮遥 随
后袁他还多次批示称赞院中铝郑州企
业为中原崛起提供了有力支撑袁祝

愿中铝郑州企业更好更快发展袁为
中原崛起再立新功遥 河南省副省长
史济春也对中铝郑州企业在结构调
整尧节能减排尧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
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河南省委常委尧郑州市委书记王

文超也多次到中铝郑州企业检查指导
工作袁 高度称赞了中铝郑州企业生产
经营尧创新能力尧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
方面的工作遥

2001年袁为走向世界袁打造中国
铝工业的航空母舰袁中国铝业公司正
式成立遥同年 12月袁中国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在纽约尧 香港成功上市遥
2002年袁中铝郑州企业组建成立遥 重
组改制后的中铝郑州企业显示了它
更加旺盛的生命力遥
中铝河南分公司重组改制后加

快了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袁 迈入了飞
速发展的快车道遥大力实施了野缺陷管

理寅标准化管理寅信息化管理冶 为核
心的管理升级野三步走冶战略袁企业综
合管理水平迈上了新台阶袁 成为全国
首家 4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袁首
创的野安全确认制冶在全国推广使用遥
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袁 创建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袁 在氧化铝产
量连年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袁 杜绝了
重大生产和设备事故袁 主要污染物排
放尧烟尘和粉尘排放总量与 2001年相
比袁分别降低了 28%尧56%和 65%袁连续
6年保持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 0袁厂区

绿化饱和率达到 93%袁 实现了工业废
水零排放遥 6年来袁累计节能 62.2万吨
标准煤以上袁节水 613万吨遥
长城铝面对重组改制初期资产

质量差尧人员包袱重尧历史遗留问题
多等重重困难袁 上下一心袁 负重拼
搏袁短短几年间便从困境中奋起袁几
年跨越了几大步遥建筑施工尧产品生
产尧房地产开发尧第三产业等业务板
块良性成长袁电解槽设备出口尧信息
软件开发尧碳阳极出口尧氧化铝粉体
新材料等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形成
规模袁野建筑牌冶水泥尧野长铝建冶尧野长
城信息冶尧野新长城房地产冶尧野长城饭
店冶等品牌业内叫响遥
矿业有限公司抢抓发展机遇袁

通过扩大自采袁保护环境袁实现资源
的综合利用袁 最大限度地保护河南
省铝土矿资源袁 较好地实现了资源
的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利用袁 保障了
中铝公司氧化铝生产的需要遥 在矿
山建设过程中袁 注重加强水土保持
和土地复垦治理遥 目前袁已累计投资
5000多万元袁 复垦造田 2400余亩袁
复垦率达到 33.76%遥同时袁积极参与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袁投资 6000万
元实施了河南省渑池县洪阳河综合
治理工程遥 该工程全部完工后袁将新
增土地 1600 亩袁 保护耕地 3200余
亩遥
中铝郑州企业在以飞快的速度

实现着跨越式发展的同时袁 没有忘
记自己承担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责
任遥
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袁注重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遥 投资 5000
万元袁建设生活污水处理厂袁处理企
业所在地社会生活外排污水曰加强收
尘设备的改造和运行管理袁进一步改
善了空气质量曰建立健全了中铝郑州
企业送温暖长效机制袁几年来为企业
职渊员冤工解决大病医疗费用 209万
元袁 累计发放爱心互助基金 256万
元袁救助病困职渊员冤工 236人袁为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为资助豫西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袁

中铝郑州企业开展了 野关爱春蕾女
童冶活动袁广大干部职渊员冤工纷纷认
领春蕾女童遥 资助人经常打电话尧写
信了解春蕾女童的生活尧 学习情况袁
并带春蕾女童到家中做客遥 从 2005
年活动开展以来袁中铝郑州企业广大
职渊员冤工资助了 318名失学女童重
返校园遥3年来袁累计捐款 20余万元袁
捐赠图书 3万余册遥 在 2007年陕县
支建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时袁中铝郑州
企业积极主动抽调人力尧物力尧财力袁
全力参与支建煤矿透水事故救援袁为
69名矿工安全获救作出了突出贡献遥
受中铝公司党组委托袁代表中铝公司
向灾区捐款 600万元遥今年野5窑12冶四
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袁中铝郑州企业
全力支援灾区救灾重建袁 自发捐款
245万元袁缴纳特殊党费尧团费 113.5
万元袁 为构建和谐社会尽了一份心袁
出了一份力遥

鲲鹏展翅九万里遥 未来的道路
上袁中铝郑州企业还将通过野高质量
发展氧化铝袁 高起点发展电解铝袁高
标准发展碳阳极袁 高层次发展自发
电袁高水平发展多品种冶袁力争到野十一
五冶末袁企业年资产总值和销售收入
双双突破 200亿元袁 成为科学发展尧
环境友好尧管理有序尧安定文明尧优势
互补尧和谐共赢的新型铝工业基地遥

我们坚信袁 在省市区各级党委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袁 中铝郑州企业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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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国刚 马三朝 赵 敏 孟友光 石 勇

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会主任王熙慧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启动河南分公司 70万吨氧化铝扩建工程试车按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视察中铝郑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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