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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周玉梅 实习生 王欣
欣冤为了贯彻落实国资委和中铝公司加强法
律风险防范的有关要求袁进一步建立健全企
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袁加强长城铝法律风险
防范工作袁9月 17日袁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在
银都宾馆多媒体会议室召开了法律风险防
范工作会议遥 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袁公司党
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崔平袁经理助理张宇震,
副总会计师丁一以及长城铝各单位尧部室领
导和控股公司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会议由崔
平主持遥

孟若志结合近几年公司法律风险防范
工作开展情况及今后的工作重点作了重要
讲话遥他在讲话中认真分析了公司法律风险
防范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袁并从七个方
面对公司今后的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提出了
要求院一尧提高对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
制重要性的认识曰二尧健全内控机制袁增强抵
御法律风险的能力曰三尧进一步完善控股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袁 促进控股公司健康发展曰
四尧切实加强合同管理袁把工作重心放到事
前防控上来曰五尧加强合同管理人员队伍建
设袁 培育一支专业化的合同管理人员队伍曰
六尧加强对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管理曰七尧加
强法律风险防范的企业文化培育遥

崔平对今后公司的法律风险防范工作
提出了三点意见院 一尧 要进一步提高法律
风险防范重要性的认识曰 二尧 要进一步重
视法律风险防范工作的教育曰 三尧 各级管
理者要正确履行职责袁 严格执行制度袁 抓
好制度落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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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高惠民冤
为应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和日趋紧
张的资源能源供应状况袁 日前袁
氧化铝一厂在全厂范围内大力推
行 野厉行节约尧 反对浪费冶 活动袁
采取有力措施袁 制订严密的制度袁
为降本降耗作贡献袁 坚决打好挖
潜增效攻坚战遥

在 8月 27日召开的 野厉行节
约尧 反对浪费冶 动员会上袁 该厂
号召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从领
导决策尧 技术支持和资源尧 能源
的综合利用等方面着手袁 从我做
起袁 从现在做起袁 从节约一张纸尧
一滴水尧 一度电做起袁 厉行节约袁
反对浪费遥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氧化铝一厂积极为降本降耗作贡献

本报讯 日前袁河南分公司尧长
城铝和公司工会联合下发了叶中铝
郑州企业野随立功随记功冶工作管
理办法曳袁旨在鼓励广大职渊员冤工
在构建和谐中铝郑州企业中建功
立业袁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遥

该 叶办法曳 分为总则尧 立功
标准尧 申报审定程序尧 立功奖励尧
附则等五部分遥 该 叶办法曳 规定院
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委员会审定集

体和个人一等功遥 各单位生产经
营管理委员会报请集体和个人一
等功袁 审定本单位集体和个人二尧
三等功遥 凡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各单位尧 车间尧 班组和已经加入
工会组织的职 (员) 工袁 在企业的
生产尧 建设尧 科研尧 经营尧 安全尧
社会公益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袁
均可申报记功遥

渊公司工会冤

随 立 功 随 记 功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出台职(员)工鼓励措施

江新民在分公司安全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野安全冶铭刻心中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李 红冤9月 17日袁河南分公司召开
了安全工作专题会议袁 通报了近期
国内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袁 重点强
调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袁 并对下一阶
段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遥 分公司副
总经理江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袁分
公司安全环保部及各二级单位安全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各单位安全负责人员在会上汇

报了本单位近一段时期内的安全状
况袁 并提出了目前存在的急需分公
司协调解决的问题遥 随后袁 安全环
保部经理张剑辉向与会人员通报了
近期国内发生的几起重大安全事
故袁 并要求各单位在下一阶段安全
工作中要做到院 一尧 针对不同的安
全隐患袁 及时出台相关措施曰 二尧
加大隐患排查力度袁 对查出的问题
要加快整改速度曰 三尧 加大 野反三

违冶 力度袁 同时进行不定期的安全
抽查曰 四尧 对重点部位要加强监督
管理曰 五尧 提前做好冬季安全工作
准备曰 六尧 加强对基层和基础的
野双基冶 安全管理工作遥
江新民在会上提出了近期安全

工作的不足之处袁 他要求各单位要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袁 做好对
基层的安全管理遥 他强调袁 在下一
阶段的安全工作中袁 各单位要做
到院 一尧 提高认识袁 重视安全工
作袁 把安全工作铭刻在心中曰 二尧
对照近期国内发生的重大安全事
故袁 做到举一反三袁 从中吸取教
训曰 三尧 进一步做好安全工作袁 确
保分公司生产的安全稳定运行曰
四尧 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管力度袁 明
确各自的安全责任曰 五尧 在国庆前
安排好对各重点部位的检查工作袁
确保国庆期间的生产安全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荆全海冤氧
化铝二厂继去年 10月份管道化系
统连续运行时间首次突破 20 天
后袁今年 8月份 A组达到了 23天 2
小时 30分袁 再创该厂管道化系统
运转史上的新高遥

前一阶段袁受机械备件和来料
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袁该厂管道化

系统非计划停车次数过多袁 其连续
运行时间一直徘徊在较低的水平
上袁运转率也受到了限制遥 为此袁氧
化铝二厂相关部门采取加强对设备
的维护和检点尧 加大对筛箱的清理
频次等措施袁 有效地减少了非计划
停车次数袁 确保了连续运行时间的
延长和运转率的提高遥

氧 化 铝 二 厂 管 道 化 系 统
连续运行时间再创历史新高

河南分公司烧结法系统今年最大的计划检修项
目要要要氧化铝一厂四车间 1号熟料窑大修工程于 9月 3
日提前完工遥 该项目的顺利完工袁 对稳定烧结法系统
生产尧 促进节能减排意义重大遥 图为 1号熟料窑大修
现场遥 李明航 张 静 摄影报道

9月 16日袁 氧化铝一厂四蒸发外挂强制效带料试车袁 标志着河南
分公司重大节能技改项目要要要四尧 五蒸发器节能改造工程全面试车投
用遥 自 8月 16日五蒸发带料联动试车尧 9月 9日四蒸发带料联动试车
以来袁 各项工艺技术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标准袁 蒸发汽水比由以前
的 0.55 降为 0.30袁 低于国家规定的 0.38 的强制标准遥 图为四尧 五蒸
发器生产现场遥

许 拓 李永新 摄影报道

叶辉煌 50年曳系列报道之

叶 企 业 文 化 曳 篇
阴 唐 毅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袁 是企业活力的内在源
泉遥

成功的企业拥有独特的企业文化袁 这是当今被
全球所有知名企业所承认并一直坚持的企业管理理
念遥 近几十年来袁 中铝郑州企业 野雪山牌冶 氧化
铝尧 碳阳极和 野建筑牌冶 水泥之所以在客户心中树
起 野金冶 字招牌袁 与中铝郑州企业良好企业文化的
推动分不开遥

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来说袁 是一种强大的内
在驱动力袁 是企业取之不尽尧 用之不竭的财富和智
慧源泉袁 她给企业带来的不仅是有形的经济效益袁
更有无形的社会效益遥

中铝郑州企业从建设到生产袁 一直在努力培育
自己的企业文化遥 野树理想尧 讲奉献尧 兴厂风冶袁
野学雷锋尧 学铁人尧 学焦裕禄冶袁 野为振兴我国铝工
业作贡献尧 为发展郑州铝厂作贡献尧 为提高职工的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贡献冶 等在上个世纪建厂后不
同时期所适时开展的职工教育活动袁 使广大职工树

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尧 价值观和道德观袁 并由此形成
了我们 野团结尧 文明尧 求实尧 进取冶 的厂风袁 维护
了企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遥
良好的企业文化在我们的不断进取中持续传承

着袁 持续维护着袁 持续完善着遥 当历史的车轮跨进
21世纪袁 当重组后的中国铝业走向世界袁 我们更加
坚定地认识到袁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从发展中提取文
化的积淀袁 苦练内功袁 使我们 50年形成的企业文
化尧 企业形象更加鲜明袁 更加具有公信力遥

2007年袁 在中铝公司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袁 中铝
公司党组书记尧 总经理肖亚庆强调指出院 野要把企
业文化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袁 逐步形成统一的中铝
文化遥冶 用文化聚人心尧 促发展袁 中铝公司在行动袁
中铝郑州企业在行动院 重组后袁 河南分公司坚持
野实勤公高冶 的企业文化核心理念袁 坚持重科技尧 强
管理尧 快发展尧 提素质四轮驱动袁 实现了一年一台
阶尧 年年大跨越的较好发展目标遥 荣获了 野全国五
一劳动奖状冶袁 先后荣获了 野首批全国文明单位冶尧

野全国首家 4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冶尧 野全国企
业文化建设优胜单位冶 等称号袁 企业知名度和美誉
度大大提高袁 凝聚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遥 改制后袁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按照中铝公司推进企业文化建设
的总体要求袁 把长城铝企业文化融入中铝公司文化
体系袁 培育形成了 野企业以职工为本袁 职工以企业
为家冶 的长城铝价值观遥 看似无形的企业文化袁 为
广大职工负重拼搏尧 重塑长城铝新形象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袁 为长城铝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和信誉遥
近年来袁 长城铝先后荣获了 野全国主辅分离典型企
业冶尧 野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冶尧 野河南省扭
亏增盈先进单位冶尧 野全国 耶四五爷 法制宣传教育先
进单位冶尧 野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冶 等称号遥
回顾历史袁 中铝郑州企业是中华民族在民族铝

工业中挺起的脊梁袁 是民族的骄傲袁 是民族的一面
旗帜遥 展望未来袁 站在新的战略起点袁 野创造世界
一流企业袁 打造中铝百年老店袁 构建和谐中铝冶 的
宏伟目标令人振奋袁 催人奋进遥 新形势尧 新任务要
求我们要自觉践行中铝公司 野励精图治尧 创新求强冶
的企业精神袁 坚持中铝公司 野振兴中铝尧 报效国家尧
回报股东尧 造福员工冶 的发展理念袁 同心同力袁 创
新奉献袁 为日益强大的中国铝工业再作贡献袁 再立
新功遥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建鸣 实
习生 王欣欣冤正值第十届中国
科协年会在郑州召开之际袁 9
月 18日袁 由河南分公司主办袁
河南分公司科协尧 郑州市有色
金属协会承办的第十届中国科
协年会科技创新与工业强市战
略论坛铝工业发展与创新专题
报告会在总计控室五楼会议室
召开遥

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吕子
剑袁 分公司各二级单位技术副
厂长尧 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上街
区科技局尧 科协的有关领导袁
荥阳铝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
了专题报告会遥 报告会由吕子
剑主持遥

此次报告会特邀中国铝业
首席工程师顾松青尧 东北大学
材料与冶金学院院长张廷安尧

郑州轻金属研究院选矿研究所
所长陈湘清尧 中科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张锁江作了
专题报告遥 专家们就 野中国氧
化铝工业技术发展路线冶尧 野外
场技术在冶金过程中的应用冶
以及 野矿物浮选过程的组装表
面化学冶 等方面的内容作了详
细的阐述和分析遥

此次专题报告会的召开袁
对加强学术与交流袁 鼓励创新
思维袁 培养创新人才袁 促进科
学繁荣和科技发展袁 将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遥
左图为报告会现场遥

孟友光 摄 影

加强学术交流 鼓励创新思维
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科技创新与工业强市战略论坛铝工业发展与创新专题报告会在我企业召开

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企业报委员会第 14
次年会于 9月 18日在洛阳一拖集团召开遥 河南
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何新年尧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报刊管理处副处长陈志红尧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常务副秘书长金志毅出席会议并讲了话遥

本次年会由洛阳拖拉机报社承办, 全省 34
家企业报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会议改选了部分协
会领导袁交流了工作经验袁展评了优秀报纸遥我报
被评为优秀企业报遥 渊马三朝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