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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高建华冤8月 25
日袁中铝公司就如何贯彻落实中纪委叶建立健全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要要要2012年工作规划曳展开调
研袁长城铝尧矿业有限公司尧中州铝厂等 13家单位的
纪委书记和纪检监察干部参加了调研会遥 公司党委
书记王立建袁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崔平出席了会议遥
王立建首先代表中铝郑州企业向前来参加调研

会的人员表示了欢迎遥他说袁作为国有企业袁纪检监察

工作的良好开展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保障和促
进作用遥此次调研将更加有利于企业建立健全惩防体
系建设遥 同时袁他预祝此次调研取得成功遥 随后袁与会
人员就反腐倡廉建设如何在工作中体现得更加富有
成效等十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遥

崔平最后表示袁 此次调研会提出了很多中肯
的意见和建议袁 必将对企业今后的纪检工作起到
良好的推动作用遥

中铝调研 企业惩防体 系建设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建民冤8
月 29日袁 中国铝业公司党群工
作部主任袁立率野四好冶领导班
子创建活动检查验收组一行三
人赴郑州研究院袁对该院野四好冶
领导班子创建活动进行了认真
的检查验收遥

检查验收汇报会由郑州研究
院院长李旺兴主持遥 研究院领导陈
建华尧赵庆云尧周韶峰袁院长助理樊
大林及院党委委员袁 各基层党组织
和二级单位渊部门冤负责人出席了会
议遥
此前袁检查验收组已对郑州

研究院沁阳铝电解试验厂 野四
好冶领导班子创建活动进行了现
场检查遥

汇报会上袁 陈建华对该院自
2005年以来深入开展野四好冶领导
班子创建活动的情况作了详细汇
报遥 按照公司党组部署袁郑州研究
院野四好冶领导班子创建活动袁始
终以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尧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袁坚持野四个强化尧
四个带头尧 四个提高冶 的总体要
求袁以思想建设为根本袁以能力建

设为重点袁以作风建设为基础袁以
制度建设为保证袁 以优秀业绩为
目标袁扎扎实实袁深入推进袁3年来
取得了很大成效遥
院长李旺兴和院工会主席李

瑛等分别作了补充汇报遥
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尧 查看了

创建野四好冶领导班子的有关资料
后袁袁力作了重要讲话遥他对研究
院野四好冶领导班子创建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遥他指出袁郑州研究院
在野四好冶领导班子创建过程中院
一尧 指导思想正确袁 创建目标明
确袁组织方式有效袁符合公司党组
要求袁同时又结合了研究院实际曰
二尧创建活动富有特点尧特色且卓
有成效袁 通过一系列活动切实增
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亲和力尧向
心力尧执行力尧战斗力曰三尧实现了
促进工作尧推动发展的最终目标袁
创造了很好的业绩遥 他希望研究
院继续加大创建力度袁 构建长效
机制袁 认真总结创建活动的鲜活
经验和有效办法袁为公司召开野四
好冶 领导班子创建活动经验交流
会做好准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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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教职员工袁同志们院
在这金风送爽尧 丹桂飘香的季节里袁在

中铝郑州企业庆祝建厂 50周年的大喜日子
里袁我们迎来了第 24个教师节遥 在此袁我代
表中铝郑州企业党政工尧全体职渊员冤工和学
生家长袁向辛勤工作在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
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袁向离退休教师及
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袁向关心尧支持公司教
育事业的各级领导和职渊员冤工表示衷心的
感谢浴 同时袁向移交地方的普通教育系统的
全体教职员工和离退休尧内退教师及家属表
示节日的祝贺袁对你们几十年来为企业中小
学教育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浴

有人把教师比做红烛尧春蚕袁有人把教师
比做人梯尧园丁遥这些都说明袁教师是一种备受
全社会敬重的职业袁 是一种需要淡泊名利尧无
私奉献的职业遥建厂 50年来袁一代又一代的教
育工作者脚踏实地袁任劳任怨袁呕心沥血袁精心
育人遥正是有了这样一支优秀的教职员工队伍
和这样一种崇高的教育精神袁公司教育事业才
有了今天的兴旺袁中铝郑州企业才有了今天的
辉煌遥
尤其是去年以来袁教育培训系统持续创

业袁积极改革袁创新进取袁无私奉献袁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袁取得了喜人成绩遥 工学院依托
中铝郑州企业袁辐射周边铝冶炼企业袁内引
外联袁开门办学袁形成了多元化尧多层次的办
学体系袁2007-2008学年共承办中铝郑州企
业职渊员冤工培训 12 期 600余人袁承办社会
培训 6期 400余人袁 联合办学招生 650人袁
在校生人数达到历史最多的 1200余人遥 技
工学校坚持野育人为本尧质量第一尧和谐发
展冶的办学方针袁立足实际袁突出特色袁多层
次开展职工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袁不断探索
社会化办学新路子袁2007-2008学年共承办
中铝郑州企业职渊员冤工培训 56期近 3万人
次袁承办社会培训 6期 700余人袁对 2100名
技工实施了技能鉴定袁在校生人数达到历史
最多的 1550人遥 幼儿园加大特色幼儿园创

建力度袁以艺术教育为主线袁突出双语教育
环境袁引进加文英语尧蒙台梭利尧数学启蒙尧
分享阅读等教法袁建立了专业化尧多元化的
M-RE课程体系袁闯出了一条幼儿教育的新
路子遥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院 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袁我们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野三个代
表冶重要思想为指导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袁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
略袁继续坚持好尧落实好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的方针袁 大力倡导尊师重教袁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袁 大力提高全民族素质袁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人
才和人力资源保证遥希望教育培训系统及广
大教育工作者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袁充分认识抓好教育的历史意义和
时代紧迫性袁在更新教育观念尧坚持办学方
向尧深化教育改革尧促进教育发展尧满足职
渊员冤工需求上狠下工夫遥要积极投身教育改
革实践袁不断研究新情况袁解决新问题袁形成
新认识袁开辟新境界袁使教育更好地为国家
和企业发展服务遥要高度重视德育工作袁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袁提高针对性袁力求实效性遥 要
根据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认识规律开
展德育工作袁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
境遥要深化课堂教学改革袁以野第二课堂冶为重
点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遥要切实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袁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尧主动性
和创造性遥 要加强教师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
和思想政治工作袁学先进袁树典型袁大力宣传
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涌现出的新人尧新事尧新风
貌遥党员教师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带头
进行教改科研袁在加快教育改革尧推进素质教
育尧实施教育创新尧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
发挥生力军作用袁努力培养野四有冶新人袁为企
业教育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遥
最后袁祝离退休尧内退教职工同志们节日

愉快袁身体健康浴 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工
作顺利袁阖家幸福浴

教 师 节 贺 词
长城铝副经理 孟若志

8月 27日袁河南分公司重点技改工程要要要碳素厂 6号
西台煅烧炉技改项目一次点火烘炉成功遥目前袁煅烧炉烘炉
工作已进入正常的烘炉程序袁 预计到 10月中旬烘炉结束遥
投产后年产合格煅后焦可达到 1.5万吨以上袁 为我企业出
口碳阳极提供了原料保障遥

刘海涛 摄影报道

近日袁投资 1.49亿元袁由工程公司承建的中铝河南分公司重点技改项
目要要要蒸发节能技术重点改造工程项目袁经过 14个月的苦干实战袁终于一
次带料试车成功遥 工程公司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袁
为河南分公司降本创效 1200多万元袁有效地缓解了氧化铝的成本压力遥

邓广顺 张艳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姚卫锋 记者 赵 敏冤8月
28日袁由河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办袁经过网上
投票选举以及主管部门尧 知名专家打分评选的
河南省节能减排成效显著单位和突出贡献企业
家结果揭晓遥 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被评为河南
省工业节能减排成效显著单位袁 中国铝业河南
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被评为河南省工业节能减
排突出贡献企业家遥

2002年改制上市以来袁在中铝总部的正确领
导下袁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稳步推进野管理升级三
步走冶战略袁努力创建世界氧化铝强企袁生产经营
和改革发展跃上新台阶院2006年和 2007年资产

总值和销售收入连续两年突破 100亿元袁 实现利
润和上缴税费分别达到 16亿元和 14亿元袁 分别
是2001年的 56倍和 4倍遥 经济效益和纳税总额
连续 4年保持国内同行业前茅袁 位居河南省纳税
大户企业前列和郑州市工业企业首位袁 综合实力
名列河南省百强企业前茅遥
在生产经营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袁 中国铝业

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带领全体员工袁 坚持从
讲政治的高度袁重视做好节能减排工作袁全面落实
全员尧 全过程尧 全方位的节能减排责任制遥 截至
2007年年底袁6年累计节能 62.2万吨标准煤袁节水
613万吨袁 连续 6年保持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 0遥

与改制前的 2001年相比袁万元产值能耗尧万元工
业增加值能耗尧 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分别降低
了 64豫尧31豫和 43豫袁工业水重复利用率达 90豫以
上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了 28%袁烟尘和粉尘
排放总量分别降低 56%和 65%曰与野十五冶末相比袁
氧化铝尧电解铝尧碳阳极综合能耗分别降低 11%尧
2%和 19%袁厂区烟尘尧粉尘排放量分别削减 9.4%
和 45%袁万元产值能耗降低 5%袁节能 25.5万吨标
准煤袁提前达到了省市政府下达的野十一五冶节能
任务目标袁实现了增产减污尧提产降耗的节约型发
展遥

2008年袁 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在中铝总部

的大力支持下袁又再次投入 2亿元以上袁实施了
6至 8号锅炉烟气脱硫尧工业废水零排放优化项
目尧电解烟气净化系统改造尧粉煤灰综合利用尧
熟料窑电收尘改造等环保减排项目袁 特别是总
投资 1.2亿元的 6至 8号锅炉烟气脱硫项目土
建施工已经全面展开袁 建成投产后年可削减二
氧化硫排放量 7000吨以上袁将进一步优化美化
厂区周边环境袁为全面实现野十一五冶节能减排
目标奠定坚实基础遥

叶辉煌 50年曳系列报道之

科 技 发 展 篇
阴 唐 毅

中铝郑州企业 50年的发展史袁 是中国铝工业
50年科技进步史袁 是中铝郑州企业几代科技工作
者立足国情尧放眼世界尧赶超国际氧化铝冶炼一流
技术的奋斗史遥从上个世纪 60年代后期生产稳定袁
产量攀升袁到目前各项技术指标不断优化袁工艺技
术位居国内领先尧国际先进行列袁科学技术为此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遥
建厂之初袁我企业采用的是串联法氧化铝生产

工艺遥随后袁经过十几年技术改造袁运用于生产中的
工艺已经从本质上不同于原工艺袁郑州铝厂称之为
野混联法冶生产工艺遥这一工艺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
代袁为我公司的氧化铝生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遥
上个世纪 80年中期袁 随着氧化铝四期扩建工

程的基本完成袁原有的混联法氧化铝生产工艺受到

了较大的考验遥
1989年袁我企业从
德国引进一套管
道化设备遥 其后袁
公司组织成立科
技攻关组袁针对配
套系统尧进口备件
等问题进行了系
统研究分析和攻

关遥 经过装置改进尧工艺创新后的管道化溶出系统袁
已完全适用于我国一水硬铝石生产氧化铝的技术
条件袁并在生产实践中彰显出其溶出温度高尧矿浆流
速高尧溶出指标明显优化尧工艺流程简单的优势遥 目
前袁此项技术不仅在中铝郑州企业广泛应用袁并且随
着不断完善和创新袁在兄弟企业中袁管道化溶出新工
艺也已经得到了推广应用遥

氧化铝生产工艺的升级换代同样得益于配套
系统的创新换代遥在生产实践中袁我企业针对生产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袁每年组织大批科研人员
开发研究新工艺尧新产品遥氧化铝生产烧结法间接加
热连续脱硅技术尧氧化铝生产过程计算机实时监控
系统尧烧结法絮凝剂添加剂改造等新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袁从技术上不断促进了氧化铝生产工艺的成熟遥

进入 21世纪后袁公司进一步加大了科技进步步
伐遥在国内袁采用科技招标制袁与多所科研院所和大专
院校进行广泛的技术合作与交流袁集中各方面的技术
优势为我所用袁从而实现了多渠道科技投入袁避免了
低水平重复建设曰在国外袁我们引进了一大批高新技
术袁解决了许多重大技术难题遥 目前我企业已经形成
以技术为纽带袁以项目为载体袁跨行业尧跨地区尧高层
次的野产尧学尧研冶联合开发体系袁已经成为集科研尧开
发尧试验尧设计尧生产尧经营于一体的大型铝联合企业袁
成为国家野973计划冶的重点支撑企业遥

我企业在氧化铝生产工艺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的同时袁在铝电解技术尧碳素生产工艺尧水泥生产工
艺尧热力发电尧矿山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骄傲
的业绩遥
在中铝郑州企业 50年的发展历程中袁 据不完

全统计袁 我们共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 5项袁
被授予国家级发明渊专利冤89项遥 这些科技成果对
提升我国铝工业的整体装备和生产工艺水平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遥

分公司节能减排工作连获殊荣
王熙 慧被评 为河 南省 工业节 能减 排突 出贡献 企业 家

河南新长城实业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

曾庆猛当选新一届董事长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冤8月 30日袁河南新长

城实业有限公司召开了二届七次董事会袁 选举
曾庆猛为公司董事长遥 随后召开了公司三届一
次董事会袁董事长曾庆猛尧 副董事长王立建袁董
事孟若志尧霍本龙尧李世恩尧宋革委尧侯秉理袁监
事长丁一袁监事纪行尧柴业平尧童朝艳参加了会
议遥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河南新长城实业有
限公司 2007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预决算报告遥
曾庆猛要求新长城实业有限公司要发扬中

铝公司在郑州的窗口作用袁坚持以人为本袁做出
品牌曰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袁培养员工的企
业归属感和忠诚度曰加强成本的控制工作袁进一
步提高企业效益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 实
习生 李 红冤8月 29日袁 河南分
公司四楼会议室内洋溢着喜庆
的气氛袁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
会主任尧 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袁
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尧党委副书
记崔平袁 分公司副总经理吕子
剑尧江新民袁公司工会主席纪行袁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鲍宇尧 孙少
波袁以及各二级单位党政工负责
人热烈欢送 12名荣誉员工赴高
校学习遥工会主席纪行主持欢送
仪式遥

吕子剑首先代表企业领导
向即将赴高校学习的员工表示
热烈的祝贺袁并希望他们在高校
学习过程中要展示企业的良好
形象袁 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袁
注重知识的推广应用袁以优异的
成绩回报企业遥
王立建指出袁公司高度重视

培训工作袁积极倡导野全员培训尧
终身学习冶的理念袁每年都在员
工代表大会上审议培训计划并
认真实施遥他要求参加奖励培训
的员工院一要加强学习袁珍惜机
会袁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遥 二要
结合实际袁活学活用袁促进公司
生产经营任务全面完成遥

荣誉员工代表也在会上进
行了表态发言遥
最后袁纪行强调袁这项培训工

作要持续开展下去袁 激发员工求
知学技的积极性袁 调动员工扎实
工作的主动性袁 真正做到发展依
靠员工袁发展成果由员工共享袁实
现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和谐发展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