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主办

中国长城铝业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院悦晕源员原园园远猿
新闻热线院远苑圆怨远猿猿怨
广告热线院远苑圆怨远圆园园

总第 937期
圆园园8年 9月

星期五

在匀韵晕郧郧哉韵 悦匀粤晕郧悦匀耘晕郧 蕴哉再耘 月粤韵

12日

企 业 荣 誉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王
艳冤为切实提高企业负责人及基层安全
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管理
水平袁9月 2日袁 长城铝举办了 2008年
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资质
培训班遥 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出席了开
班仪式遥 长城铝各有关部门尧二级单位
负责人与安全管理人员二百余人参加
了培训遥

此次培训邀请了河南省安监局安
全培训中心处长阴登科袁洛阳市安监局
原副局长尧高级工程师潘京洛等多年从
事安全生产工作的专家作为主讲人袁主
要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尧案例等内容进
行了宣讲遥

本次安全资质培训共进行了 3天袁
并于 9月 5日组织参训人员进行了安
全资质考试遥

叶辉煌 50年曳系列报道之

领 导 关 怀 篇
阴 唐 毅

本报讯 (通讯员 梁 涛 吴高鹏)
9月 5日上午袁 中铝郑州企业预备役三
营八连成建制训练暨实弹射击动员大
会在河南陆军预备役二团训练基地召
开袁预备役二团政委高东明尧参谋长郜
金生袁长城铝武装部副部长单建伟参加
了此次会议遥 会议由预备役二团团长邢
吉志主持袁他首先代表河南陆军预备役
二团向参加此次训练的中铝郑州企业
六十余名预备役官兵表示欢迎遥

会上袁 预备役二团政委高东明尧参
谋长郜金生分别就此次成建制训练的
时代背景尧训练科目尧训练时间向与会
人员进行了说明袁并就训练中的作风纪
律尧注意事项提出了具体要求遥 长城铝
武装部副部长单建伟代表中铝郑州企
业向参加训练的预备役官兵提出了具
体要求遥
会上袁参训的预备役官兵代表还向

与会领导表明了决心遥

共和国铝工业发展之路艰难而辉煌袁 中铝郑
州企业及其前身的建设和发展寄托着各级决策者
对工业强国的执著追求遥

1957年 11月袁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复河
南铝业公司设计任务书遥 从此袁 一个关系到共和
国国防尧 民生的重工业基地在昔日楚汉相争之
地要要要荥阳上街诞生遥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袁 百废待兴袁 百
业待举袁 铝工业的发展依然被新中国领导人摆在
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遥 当时袁 纵然经济很落后袁 却
挡不住新一代产业工人 野敢教日月换新天冶 的斗
志曰 纵然技术不发达袁 却难不倒新一代产业工人
敢于 野战天斗地冶 的豪情遥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袁
中铝郑州企业的第一代建设者们袁 从祖国的四面
八方汇集中原袁 住席棚袁 宿窑洞袁 在极其困难的
条件下袁 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袁 经过 4年基建 3
年改造袁 建起了一座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铝联合
企业遥
中铝郑州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倾注着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关怀尧 重托和期望袁 会聚着国家有关部
委尧 省市区三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遥 翻开厚重的

历史袁 打开尘封的记忆袁 人们不会忘记袁 在中铝
郑州企业建设发展的 50年历程中袁 先后有时任河
南省委书记的吴皓袁 时任中共中央工业部部长的
李立三袁 时任有色冶金设计总院院长的李云洁袁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吕正操袁 时任中共中央委
员尧 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袁 时任国务委员的方
毅尧 宋平袁 时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的费子文袁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袁 时任国
家主席的江泽民袁 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的盛华仁袁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袁 时任河
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袁 时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
的郭声琨袁 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袁 中
国铝业公司总经理肖亚庆袁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
等数十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到这里指导基本建
设和生产经营袁 把无尽心血和殷殷关怀倾注在这
片土地上遥 国务院尧 国家建设委员会尧 国家计划
委员会尧 冶金工业部尧 中国有色工业总公司尧 河
南省委尧 省人民政府尧 郑州市委尧 市人民政府等
有关部委和各级政府都对企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
的关心和支持袁 成为铝城儿女排除干扰尧 战胜困
难尧 集中精力建设铝工业的坚强后盾遥

中铝郑州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同样得到了国家
广大铝工业专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关怀和支持遥 他
们针对不同时期遇到的技术瓶颈问题袁 组织有关
专家会同我企业科研人员展开技术攻关袁 破解了
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袁 为我企业氧化铝生产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遥 2000年 12月袁 中国有色系
统首家企业技术创新 野院士行冶 活动来到中国长
城铝业公司袁 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王淀佐等 8
名院士和特邀专家再次为我企业 野诊脉冶袁 提出并
解决了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难题袁 使企业
真正成为科技投入尧 成果转化尧 科技开发的主体遥
是新中国改写了中国铝工业的历史袁 是改革创

新成就了实现梦想的希望遥 在党中央尧 国务院尧 国
家有关部委的亲切关怀下袁 中铝郑州企业经过多次
扩产改造袁 主导产品氧化铝的年产量也从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不足 20万吨到目前突破 230万吨遥 从
一个曾经时产时停的弱小企业袁 发展到如今氧化铝
产量亚洲第一尧 世界五强的现代化企业遥
历史也不会忘记院 50年来袁 共和国共授予中

铝郑州企业国家级荣誉称号 20余项遥 先后有 12
人被选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尧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尧 全国总工会代表和共青团代表袁
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商中华民族发展之大计遥

站在 50年发展史的里程碑下袁 经历风雨尧
见到彩虹的铝城人更加坚信袁 在任何困难和挑战
面前袁 数万名铝业人时刻都在怀着产业报国的宏
愿执著地朝着世界强企的目标进发遥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建鸣冤9月 9日袁河
南分公司在运输部会议室召开了个体绩效
管理经验总结与推进现场会遥 分公司副总
经理吕子剑及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尧 人力资
源科科长尧劳资员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运输部人力资源科尧电务段尧车
务段机务运输班先后就个体绩效管理在机
关管理尧车间管理尧班组管理方面的先进经
验和做法作了总结汇报遥
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

环节袁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遥为
持续优化绩效管理与考核体系袁健全科学尧
系统尧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袁实现员工
职业生涯的发展袁2006年分公司将运输部
等 3家单位定为个体绩效管理的试点遥 通
过近三年的实施袁 个体绩效管理工作在各
项管理工作中发挥着激励与约束作用袁促
进了各项方针目标的实现遥
吕子剑在最后的讲话中袁 首先对运输

部在个体绩效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给
予了高度肯定遥 并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
的委托袁 代表分公司向所有参与和支持个
体绩效管理工作的各级管理者和广大员工
表示感谢遥他强调袁在今后的绩效考核管理
工作上要做到院一尧切实加强个体绩效管理
的领导曰二尧科学设定绩效管理指标袁提高
绩效管理的针对性曰 三尧 不断强化过程控
制袁 使员工实现由被动考核向主动参与的
转变曰四尧加大沟通反馈力度袁确保目标清
晰尧措施明确尧落实到位曰五尧合理使用考核
结果袁 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和谐共赢发展曰
六尧坚持改进努力方向袁促进员工整体素质
的全面提升遥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建鸣冤 9 月 5
日袁 长城铝 2008 年度技师尧 高级技
师综合评审会在银都宾馆召开遥 考评
委员会主任霍本龙尧 纪行袁 副主任张
宇震尧 柴业平以及由长城铝各单位专
家组成的考评委员会袁 对申报技师尧
高级技师职称的 38名职工进行了综
合评审遥

根据公司职业技能队伍建设发展
需求和各单位生产实际袁公司确定今年
技师尧高级技师职称考评推荐的职业工
种有电工尧钳工尧车工尧管工尧汽车驾驶
员尧 筑炉工尧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等 8

个工种遥 经过资格审查尧业绩考评尧论文
答辩尧晋级考试等层层把关后袁最终有 3
名高级技师申报人员尧35名技师申报人
员参加了综合评审遥 评审合格人员在 9
月 10日前已向有色行业和郑州市鉴定
中心进行了推荐遥
长城铝自 2004 年开展技师尧 高级

技师职称考评工作以来袁每年一次的评
审工作袁 促进了企业职工钻研技术尧提
高自身技能的积极性遥 目前已有技师
156人尧高级技师 12人遥 这些技术骨干
在导师带徒尧降本增效尧技术比武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杜新立冤9月 9日下午袁长城铝经理曾
庆猛到技工学校调研学校建设情况遥
在校长程晔的陪同下袁曾庆猛对教师集体办公室尧多媒

体教室尧计算机教室尧实习车间尧礼堂及学生食堂等教学服
务设施进行了实地考察遥 在详细了解各方面情况后袁曾庆猛
对技工学校广大师生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来之不易的良好发
展势头表示满意遥
曾庆猛指出袁技工学校能有今天良好的发展势头袁得益

于多年来打造的优秀校园文化袁 得益于有一支素质过硬的
教职工队伍袁得益于有一个好的办学思路遥 他要求技工学校
要紧紧依靠广大教职工袁 抓住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一
大好机遇袁不断解放思想袁积极拓宽办学思路袁努力做到院
一尧立足现有条件袁突出办学特点袁打造品牌专业袁为社会培
养更多更好的高技能人才曰二尧牢固树立发展意识袁争取各
种政策和资源袁加快发展袁努力把技校做大做强袁为提升长
城铝品牌和上街区城市品位增色添彩曰 三尧 关心教职工生
活袁努力为教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袁进一步调动广
大教职工积极性袁努力建设和谐校园袁为实现公司又好又快
发展作出贡献遥
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袁 曾庆猛还对全校教职工送上

了节日的祝福遥
图为曾庆猛在实习车

间实地考察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国华 宋志强 安华
芳冤 9月 9日上午袁 郑州市第五届 野郑煤集团
杯冶 职工技术运动会氧化铝制取工 渊分解冤 技
能竞赛的理论考试及实操考试在氧化铝二厂总
计控室五楼会议室拉开帷幕遥 公司工会主席纪
行尧 分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和 84 名参赛选手
参加了开幕仪式遥
仪式上袁 与会领导对此次运动会表示了祝

贺遥
纪行在会上表示袁 开展技能大赛的目的在

于更好地提高职渊员冤工专业技能方面的动手操
作能力和理论水平袁进一步提高职渊员冤工的业
务素质袁是企业的一项要求遥 同时袁他祝愿参赛
选手能赛出水平取得好的成绩袁 为企业的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开幕仪式结束后袁 参赛员工就氧化铝生产

工艺尧设备管理尧两段法砂状氧化铝生产新工艺
及各项指标参数的控制等相关内容进行了理论
和模拟实操笔试遥 技能竞赛实操渊模拟冤比赛的
口试部分袁于当日下午在氧化铝二厂进行遥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建民)8月 29
日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在郑州研究
院组织召开了项目验收会袁对由研究院
和中南大学共同完成的国家发改委产
业技术开发专项野铝土矿反浮选脱硅生
产氧化铝关键技术开发冶项目进行了验
收遥 验收会由中铝公司科技部项目管理
处处长孟杰主持遥 郑州研究院院长李旺
兴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词遥

该项目形成的 野铝土矿选择性脱

泥要阳离子捕收剂反浮选脱硅工艺技
术冶袁具有流程短尧选矿效果好的特点袁
整体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袁为我国
中低品位铝土矿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
了技术基础遥
会议邀请了来自全国选矿界的八

位专家组成了验收组遥 项目验收组听取
了项目组的汇报袁 查看了试验现场袁审
查了项目组提供的验收资料袁并一致同
意项目通过验收遥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建鸣冤9月 8日袁野中国铝
业杯冶 第二届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铝合金熔铸工中铝郑州企业赛区的实际操作比
赛在电解厂铸造车间进行遥 有色金属工业人才
中心总经理丁跃华袁公司工会主席纪行尧副主席
孟德正以及由有色行业专家组成的评委尧 电解
厂的有关领导尧 参赛员工参加了开幕仪式遥 随
后袁 电解厂铸造车间何建民等 4名参赛选手进

入现场进行了铝合金熔铸技能比拼遥
本次职业技能竞赛是由中国金属工业协

会尧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尧中国机冶建材
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办袁中国铝业公司尧有色金属
工业人才中心协办袁西南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尧有
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共同承办遥
有 20支代表队参赛遥 他们将于 10月底在西南
铝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最后的总决赛遥

曾庆猛到长城铝技校调研 郑州研究院关键技术开发项目通过验收

长 城 铝 举 办 企 业 安 全 资 质 培 训

长城铝召开技师尧高级技师综合评审会

野中国铝业杯冶技能竞赛火热开锣

野郑煤集团杯冶职工技术运动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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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郑州企业预备役成建制训练拉开序幕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李
红冤9月 9日袁上街区残联与长城铝联合
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班在环翠
峪正式开班袁来自公司医疗卫生尧教育
部门尧生产岗位的二十余名残疾人参加
了培训遥

此次培训旨在帮助残疾人朋友树
立自立尧自信尧自强尧自尊的信念袁使其

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自己更大的
能量袁从而进一步推动我企业及上街区
残疾人工作的发展遥
据悉袁 此次培训为期 5天袁 由长

城铝人事部组织专家袁 将主要对残疾
人朋友讲解生活安全常识尧 营养与保
健及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常识等方面的
内容遥

上 街 区 残 疾 人 培 训 班 正 式 开 班

荫近日袁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2007年度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
现代化成果评审结果揭晓袁中国长城铝
业公司申报的纪检监察工作成果野中铝
郑州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评价体系

的构建与实施冶获得一等奖遥 此奖项是
2003年以来公司管理成果在有色行业
所获得的最高奖项遥

中铝河南分公司 150万吨选矿场建设项目进展顺利遥图为选矿场施工现场遥 孟友光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