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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肖 明冤在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日前举办的中国
有色工业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评审
会上袁河南分公司热力厂的两项管理
成果要要要野以远程控制和信息技术应
用为依托袁优化生产组织和人力资源

配置冶和野以降低能源消耗为目标的
过程控制管理冶分别获得二尧三等奖遥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建鸣冤9月 25日袁公司团委在
建设公司多功能厅召开了青年文明号野节能减排袁降
本增效冶挑战赛推进大会遥共青团郑州市委副书记张
艳华尧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平尧共青团郑州市委城区部
部长崔晓光出席了会议遥 来自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各单位的团委书记及青年团员代表参加了会议遥
今年 4月份袁为贯彻落实团中央尧中央企业团工

委关于开展野节能减排袁青年行动冶的要求袁公司团委
结合两公司生产实际袁启动了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增效袁
青年当先冶主题实践活动遥 为把这一活动落到实处袁
公司团委在两公司青年文明号集体中开展了青年文
明号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增效冶挑战赛袁以此来提高团员
青年参与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增效冶的热情遥
会上袁各单位交流了在野节能减排冶中的先进经

验遥
张艳华在讲话中对 5家单位在野节能减排袁降本

增效冶中的经验表示了肯定袁并对公司团委开展的青
年文明号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增效冶挑战赛这一活动给
予了高度称赞遥
崔平代表公司党委在讲话中提出三点意见院一

要审时度势袁深刻认识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增效冶挑战赛
的重要意义曰二要务求实效袁引导团员青年争当野节
能减排袁降本增效冶的先锋曰三要坚持创新袁把野节能
减排袁降本增效冶挑战赛引向深入遥
会议结束后袁 张艳华一行在公司团委副书记王

涛的陪同下袁先后来到氧化铝一厂生产运行部尧氧化
铝二厂管道化车间袁 了解并听取了这两个单位在青
年文明号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增效冶挑战赛活动中的情
况汇报遥

新华社酒泉 9月 25 日电 北京时间 9
月 25日 21时 10分 04秒袁我国航天事业又迎
来一个历史性时刻袁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七号
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袁21
时 19分 43秒准确进入预定轨道遥在随后的飞
行过程中袁我国航天员将首次进行空间出舱活
动遥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
胡锦涛亲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观看飞船
发射遥

本报讯渊记者 赵 敏冤9月 24日袁长城
铝建设公司首批中东铝电解设备出口仪
式在风光旖旎的连云港市举行遥

中铝公司党组成员尧 副总经理张程
忠袁 中铝公司企业管理部主任王春生袁中
铝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龙朝生袁
中铝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高
文革袁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晓
东袁长城铝经理曾庆猛尧党委书记王立建尧
副经理霍本龙尧副总会计师丁一袁连云港
市委书记王建华袁连云港市委常委尧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书记唐国海以及海德
鲁卡塔尔铝业代表克莱沃先生出席了仪
式遥
仪式由王立建主持遥
建设公司经理魏西明介绍了中东铝

电解设备出口 渊海德鲁卡塔尔铝电解冤项
目的概况遥

此项目共包括 708 台套铝电解槽上
部结构及相关附属设备袁总重量 1.8万吨遥
它创造了我国铝电解设备出口额最大尧加
工零部件最多尧 设计标准最高等多项记

录遥 此次首批 50台套铝电
解设备将运往卡塔尔袁它必
将为海德鲁卡塔尔项目按
期投产奠定坚实的基础遥

外方代表克莱沃十分
感谢我方在加工技术的研
究尧生产工艺的完善以及质
量严格控制等方面作出的
努力袁并希望与我们继续保
持良好的尧 长期的合作关
系遥
曾庆猛在讲话中说袁首

批中东铝电解设备出口是
长城铝的一件大喜事袁也是
向中铝郑州企业建厂 50周
年献上的一份厚礼遥 他说院
连云港出口加工基地项目
是长城铝产业结构调整的
成果之一遥通过连云港出口
加工基地的建设袁长城铝已
经同美国铝业公司尧法国铝
业公司尧阿根廷铝业公司等
多家国际知名铝业公司建

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遥 在今后的工作
中袁 我们将认真按照国际标准和甲方要
求袁抓好出口设备制造合同履行的各个环
节袁以一流的产品质量尧精益求精的工作
作风和完善的服务袁 赢得客户的信任袁拓
展业务空间袁努力把出口加工基地打造成
连云港对外经贸合作的一张新名片袁打造
成长城铝参与国际化竞争与合作尧服务中
铝公司国际化多金属矿业公司战略转型
的桥头堡, 为中铝公司的发展和连云港的
经济建设作出新的尧更大的贡献遥

王建华说袁今天首批电解铝设备产品
即将起运中东袁 是中铝公司的一件喜事袁
是连云港设备制造产业发展的一件喜事袁
也是连云港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的一件喜
事遥 连云港市委尧市政府和市有关部门将
一如既往地为长城铝建设公司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的服务袁为大家在连云港投资兴
业创造更加优越良好的条件遥

张程忠代表中铝公司党组和总经理
肖亚庆对项目的成功履约表示了热烈祝
贺袁向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大力支持和帮
助的连云港市委尧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表示
了衷心感谢袁向为项目成功运作作出艰苦
努力的商务尧技术人员和一线职工表示了
亲切慰问遥

他对长城铝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高度评价遥他说袁重组改制以来袁长城铝积极
贯彻中铝公司战略部署袁 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袁发展了多个具有自身特色和竞争优势的
新产业尧新项目袁取得了显著成绩遥尤其是出
口加工业务袁发展起点高尧发展速度快尧行业
影响大袁并以一流的装备尧技术尧管理和优异
的产品质量赢得了用户的信赖遥他希望长城
铝继续为中铝公司的改革发展和连云港的
经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遥

在飞溅的礼花和欢快的乐曲声中袁张
程忠尧王建华尧克莱沃尧唐国海尧王春生尧龙
朝生尧曾庆猛共同为设备出口剪了彩遥
仪式后袁各位领导和来宾还参观了出

口设备生产现场遥 中铝公司领导和连云港
市委领导进行了亲切会谈遥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王欣欣冤9月 23
日袁中铝公司野五五冶普法知识竞赛郑州赛区比赛在我
企业举行袁 来自中铝公司下属单位的 14支代表队参
加了比赛遥 中铝公司法律事务处副处长梁鸣鸿袁中国
长城铝业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平尧 宣传部部长李国刚袁
上街区司法局局长张富贵等亲临比赛现场袁为选手加
油助威遥
比赛开始前袁 崔平首先致欢迎词遥 他代表中铝

郑州企业两公司对各代表队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
迎袁 并预祝此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遥 随后袁 各参赛
代表队就 叶宪法曳尧 叶民法通则曳尧 叶物权法曳 等法
律的相关知识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遥 比赛分上尧 下午
两个时段进行袁 各有 7支代表队参加比赛遥 最终袁
长城铝尧 焦作万方尧 郑州研究院尧 瑞闽公司 4家企
业派出的代表队顺利晋级袁 并于 9月 26日参加了在
西南铝举行的决赛遥
据悉袁此次比赛是为提高中铝公司员工的法律素

质袁推进公司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而举办的袁竞赛
内容涵盖了 叶宪法曳尧叶民法通则曳尧叶物权法曳尧叶刑法曳尧
叶公司法曳尧叶劳动合同法曳等相关法律知识遥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建鸣 实习生 王
艳冤国庆节将至袁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
工作袁保证各项生产经营安全平稳运行袁
9月 23日袁长城铝召开了节前安全工作
会议袁 副经理孟若志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长城铝各二级单位尧控股公司尧经济实体
等单位的安全生产负责人和安全科长尧
安全专干参加了会议遥 长城铝安全环保
部主任丁正辰主持会议遥

会议首先传达了中铝公司叶关于转
发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
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业的通知曳尧叶关
于青海分公司野4窑10冶机械伤害事故的通
报曳尧叶关于开展尾矿库专项安全检查的
通知曳等文件袁宣读了长城铝叶关于开展
国庆节前安全消防大检查的通知曳和叶关
于对郑州铝城铸钢件厂野4窑18冶灼烫事故
有关责任人处理决定的通报曳袁并对百日
安全督察情况进行了总结遥
孟若志在会上对长城铝 1至 9月份

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总结遥 针对节日
期间和今后的安全生产工作袁他要求各
级管理者和广大职工要时刻绷紧安全
弦袁抓牢抓实安全工作袁杜绝一切事故的
发生遥

他强调袁各单位要做到院一尧认真贯
彻落实中铝公司文件精神袁 结合自身安
全生产状况袁制订出下阶段的安全工作方
案尧计划及整改目标曰二尧安全主管和安全
专干要加强自身业务学习袁提高安全管理
水平曰三尧以野反违章冶为安全主线袁开展一
系列安全活动袁提高安全意识袁杜绝违章
作业袁确保一线职工的人身安全曰四尧做好
节前安全检查和工作部署袁各单位要进行
拉网式检查袁遏制和消除事故隐患袁安排
好节日值班袁对重点设备和重点部位做好
防护措施曰五尧结合时令特点袁做好安全防

范工作袁现场警示要做到位袁安全宣传要
做到现场曰六尧公司特殊服务单位要按照
行业要求和规定袁做好防范袁防止安全事
故的发生遥
又讯渊记者 李建鸣 实习生 李 红冤

国庆节将至袁为保证节日期间安全尧稳定
生产袁 长城铝在召开了节前安全工作会
议之后袁9月 26日袁 长城铝副经理孟若
志又带领长城铝相关部门的有关人员袁
前往水泥厂尧 液化气站等单位进行了节
前安全大检查遥

孟若志一行首先来到了水泥厂袁在
会议室里袁 孟若志认真听取了水泥厂安
全生产自查尧 整改以及节日期间安全检
查尧值班制度的情况汇报遥针对今后的安
全工作他强调院安全管理要野严冶字当头袁
夯实基础袁严加管理遥 在节日期间袁对安
全生产和安全消防工作要全面进行大检
查袁现场发现问题能解决的要及时解决遥
公司安全环保部主任丁正辰在会上对特
种设备的监管尧在建项目的安全检查尧外
用工的规范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作了具体
要求遥

随后袁孟若志一行又来到水泥厂回转
窑的现场实地检查遥当他看到现场缺少应
有的警示牌时袁他告诫现场的人员袁安全
生产要注意细节袁小小的疏忽就可能酿成
不可挽救的后果袁并叮嘱有关人员尽快安
装相应的警示牌袁做到万无一失遥
在公司液化气站袁孟若志边听汇报袁

边巡查各个生产流程遥 他对现场的工作
人员说袁 你们的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
安全袁要在工作中时刻不忘安全袁发现隐
患及时处理遥他要求不论资金多么紧张袁
对液化气罐的安全检测工作不能放松袁
安全生产要一抓到底袁 杜绝安全事故的
发生遥

本报讯 渊记者 马三朝 周玉梅 实习生 李
红 通讯员 杨凤梅冤9月 19日晚袁庆祝建区尧建
厂 5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野光辉的历程冶在长城
铝艺术宫举行遥
晚会在铿锵激昂的大合唱 叶我们是光荣的

铝业大军曳歌声中拉开了序幕遥郑州市副市长王
林贺代表市委尧 市政府对中铝郑州企业和上街
区 5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祝贺袁对中铝
郑州企业为郑州市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表示感谢遥
中铝郑州企业各个时期的劳动模范走上舞

台袁展示风采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点代
表劳模们表示袁 中铝郑州企业的各位劳模将会
与时俱进袁 一如既往地为中铝郑州企业和上街
区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遥 郑州市领导和
中铝郑州企业领导尧 上街区领导共同为上街区
2008年野十大模范文明和谐家庭冶颁奖遥
整台晚会气势恢弘袁喜庆热烈袁星光璀璨袁

精彩纷呈遥著名笑星侯耀华尧杨进明表演的小品
叶你说我做曳逗人捧腹遥 河南省歌舞剧院舞蹈团
演出的舞蹈叶奋进曳袁展示了中铝郑州企业跨越
发展的豪情遥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同云尧赵虹
气势磅礴的配乐诗朗诵叶辉煌的历程曳袁让人们
在 50年积淀的精神财富前沉思袁 为 50年可歌
可泣的故事感慨遥
中铝郑州企业职渊员冤工自编自演的反映企

业风采和职渊员冤工情怀的歌曲联唱叶乡情曳尧叶女
工风采曳尧叶矿山人曳尧叶一片绿叶曳等袁引起了阵阵
热烈的掌声遥
著名歌星孙楠演唱的叶红旗飘飘曳等歌曲获

得了观众的喜爱遥野高举一面旗袁扛起一片天遥科
学求发展袁务实谱新篇遥 爱洒人心暖袁和谐大家
园袁我们和你在一起袁高歌向明天浴冶由河南省歌
舞剧院舞蹈团伴舞袁国家一级演员尧著名女高音
歌唱家陈静演唱的叶高歌向明天曳把晚会推向了
高潮遥人们随着晚会节目走进激情飞扬的时代袁
走进铝城 50年壮丽如诗的历史袁在对未来的展
望中感受传承与凝聚尧责任与使命袁这些感受让心灵深深地震撼遥

野太精彩了浴冶晚会结束后袁大家仍沉浸在热烈隆重的气氛中袁相互
谈论着晚会上的精彩节目遥野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袁相信会有更辉煌的
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浴 冶展望未来袁铝城人豪情满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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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工作不放松
时刻绷紧安全弦

法律知识你问我答
中铝公司野五五冶普法知识竞赛郑州赛区野开赛冶

设计库容高达 1265万立方米的第四赤泥尾矿库袁是河南分公司目前唯一在用的赤
泥堆存库袁也是河南分公司 A级危险源点之一遥 近期袁针对发生在山西襄汾的野9窑8冶特
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袁第四赤泥尾矿库主管单位要要要氧化铝一厂举一反三袁从工艺技术尧
机械电气尧生产运行尧安全环保 4个方面袁对尾矿库进行了全面尧深入的安全隐患专项排
查和督查袁以确保尾矿库的运行安全遥 图为该厂尾矿库管理人员在库区认真巡视遥

白晓焕 李永新 摄影报道

加强巡视 确保大坝安全

野神舟七号冶发射成功

图为出口仪式现场遥

在
钻
节
能
减
排
纂
中
谱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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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之
歌

9月 25日 21时 10分袁长征二号 F型运载火箭点火袁神舟七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
空遥 新华社图

热力厂两项管理成果获有色协会管理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