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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高惠民 宋
志强 王玉焕 杨 磊冤 国庆长假期
间袁 氧化铝一厂周密部署安排袁合
理组织生产袁保证了节日期间生产
的安全稳定运行遥 氧化铝二厂各级
管理者和广大员工坚守在生产第
一线袁科学调度袁精心操作袁使生产
呈现出安全稳定高产运行的良好
局面遥 水泥厂湿磨干烧窑烘干破主
动端出现故障袁厂领导及时组织人

员制订检修方案
并到现场协调指
挥遥 大家齐心协
力袁顺利完成了各
项检修工作任务遥

长铝建管道公司职工放弃节假日
休息袁全力以赴投入到了自备电厂
至热力厂中压供暖管道制作任务
当中袁为实现中铝郑州企业冬季供
暖目标作出了贡献遥
淤氧化铝一厂员工检修碳分系

统现场遥
渊高惠民 摄影冤

于氧化铝二厂当班员工正在检
查设备有无跑尧冒尧滴尧漏现象遥

渊王昌富 摄影冤
盂水泥厂检修设备现场遥

渊王玉焕 摄影冤
榆建设公司管道制作现场遥

渊杨 磊 摄影冤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庆新冤10月 7日袁公司工会相继召开了常
委会议和各二级单位工会主席会议袁 传达公司党委书记会议精神袁
交流劳动竞赛经验袁总结三季度工会工作袁安排部署四季度的重点
任务遥
公司工会四季度的工作重点是院继续推进野挖潜增效袁向一个百

分点要效益冶劳动竞赛活动袁总结尧推广劳动竞赛进车间尧进班组的
经验袁促进节能减排和指标优化遥完善并实施中铝郑州企业野首席员
工冶评选管理办法袁培养高技能人才曰建立中铝郑州企业帮扶中心袁
为职渊员冤工排忧解难曰筹备职代会换届工作袁11月底前完成两级职
渊员冤代会代表的选举工作曰协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承办好郑州市第五
届职工技能运动会其余 5个项目的比赛袁参加野中国铝业杯冶第二届
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职工技能竞赛决赛曰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工会第十
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遥
公司工会主席纪行在分析了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袁通报了中铝公

司和中铝郑州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后强调院各级工会干部要充分认识
企业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袁严于律己袁集中精力袁急企业所急袁想职
工所想袁密切配合党政领导做好各项工作袁同舟共济袁共渡难关遥 纪
行指出院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袁就是把劳动竞赛抓实搞好袁充分调动
广大职渊员冤工的积极性袁齐抓共干袁因地制宜袁深挖潜力袁降本增效遥
要把两公司职渊员冤代会承诺的实事之一要要要中铝郑州企业帮扶中
心和野首席员工冶制度建立起来袁具备运作条件袁把实事办好遥各单位
工会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将于 10月 17日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袁统筹兼顾袁做好今年第四季度工作袁认真思考
明年的工作袁推动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10月 9日至 12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
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遥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程
是院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
作曰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袁讨论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改革袁讨论全国农村信用社改
革袁审议叶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等文件曰探讨应对世
界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曰其他事项等遥

渊新华社冤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李 红冤9
月 28日袁 河南分公司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
议袁研究讨论了自备电厂试车和 150万吨选
矿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遥河南分公司总
经理王熙慧袁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袁河南分
公司副总经理江新民尧刘保正袁总经理助理
孙少波袁建设公司尧工程公司等单位负责人
和相关部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有关人员汇报了自备电厂目前的

试车情况和 150万吨选矿厂的工程进展情
况袁 提出了在试车和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遥与会人员就一些影响工程进度的问题进
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遥
江新民在会上指出袁自备电厂对分公司

今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他要求各单位要高
标准尧严要求袁从细节入手袁做好工程的收尾
工作袁争取早日试车遥
刘保正要求自备电厂要加快 2号炉的

处理工作和系统消除缺陷工作袁 尽早具备
满负荷试生产条件遥 同时要加大 150 万吨
选矿厂设备到货进度袁 提前编制安装方
案袁 早日试车投产遥

王熙慧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袁 自备电
厂和 150万吨选矿厂是分公司节能降耗尧
增利降本尧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项目袁
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遥 他要求各参建单
位要统一思想袁 提高认识袁 充分发扬 70
万吨氧化铝扩建项目建设时的顽强拼搏
精神袁 做好工程施工的组织工作袁 定目
标袁 定人员袁 定责任袁 订措施袁 加快两
个项目的投产进度曰 抓紧时间处理好试
车和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 提高工作
效率曰 切实做好安全环保工作袁 确保生
产安全曰 坚持团结协作袁 紧密配合袁 全
力以赴为项目建设做好服务袁 争取两个
项目早日投产袁 早见效益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 实习生 王
欣欣冤9月 26日袁公司党委召开了野双培
养冶工作经验交流会及党委工作例会遥 公
司党委书记王立建尧副书记崔平和公司工
会主席纪行出席了会议袁 公司党委常委尧
组织部部长时跃华等党群部门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氧化铝二厂尧运输部和建设公

司先后作了野双培养冶工作经验介绍遥时跃
华代表公司党委总结了前阶段 野双培养冶
工作的开展情况遥
王立建对今后野双培养冶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院一尧要充分认识野双培养冶工作
的重要意义遥二尧结合本单位实际袁总结经
验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野双培养冶工作的新
路子尧新方法遥三尧各单位在野双培养冶工作
中袁要制订计划袁完善措施袁力求取得实
效遥
崔平总结了 9月份党委工作袁安排部

署了 10月份党委工作重点院 进一步学习
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袁认真学习胡锦涛总
书记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
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曰及时传达贯彻党的
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曰学习中铝公司总经
理肖亚庆在 9月 18日生产经营形势分析
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袁全面落实中铝郑州
企业两公司年中工作会议各项部署袁牢固
树立危机意识尧 竞争意识和大局意识袁以
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当前困难局面遥
会上袁纪行对劳动竞赛活动开展情况

进行了总结袁对下阶段工作进行了详细安
排遥
最后袁王立建强调袁面对当前形势给

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严峻挑战袁党组织要
充分发挥作用院一尧要坚持进行有效的形
势任务教育袁带好职渊员冤工队伍袁共渡难
关遥 二尧要群策群力袁共挑重担袁充分发挥
每个职渊员冤工的作用遥 三尧要过好野紧日
子冶袁向每一个百分点要效益遥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尧挖潜增效袁把好原
材料质量关遥四尧要按照野四好冶领导班子建设标准袁加强领导班子建
设和职渊员冤工队伍建设遥 五尧要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遥 六尧要做好职
渊员冤工队伍稳定工作袁实现企业持续稳定发展遥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建鸣冤随着季节变化袁天气逐渐转凉遥 为保证
冬季的正常供暖袁10月 9日袁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主持召开了冬季
供暖协调会遥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尧财务部尧计划发展部尧实业管理部
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为确保今冬供暖工作的正常进行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及早准

备袁从 9月份开始袁就对主要供暖设施进行了大修尧保养遥
会上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提出了今冬供暖工作需要协调的问

题遥 与会人员纷纷献计献策袁表示一定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遥
孟若志在讲话中首先对以往的供暖工作给予了肯定遥 他说袁虽

然今年由于大环境的影响袁给供暖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袁但即使
再困难袁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袁保证中铝郑州企业职渊员冤工
和幼儿园尧医院等特殊单位用上充足的暖气袁大家过上一个温暖的
冬天遥
随后袁 孟若志一行先后来到 12街坊热交换站尧16街坊锅炉站

和 06街坊煤制气锅炉站等进行了实地察看袁 当了解到供暖工作已
准备就绪袁随时可以供暖时袁孟若志表示非常满意遥

张程忠在中铝郑州企业调研时要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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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建鸣冤在国庆节即将到来之
际袁9月 28日袁中铝郑州企业领导王熙慧尧王立建尧
曾庆猛尧纪行尧秦和平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
到长城铝总医院袁看望住院的在职职渊员冤工遥
王熙慧一行首先来到内东病房遥 在氧化铝一厂

员工张雷的病床前袁 领导们详细询问他的病情及手
术情况袁希望他树立起与病魔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袁
并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遥 面对受腰椎病困扰的建设

公司职工张同宾袁王熙慧安慰他要安心养病袁有困难
找组织遥

随后袁王熙慧一行还看望了矿业有限公司员
工陈立新等遥 在探望过程中袁他一再叮嘱医护人
员袁 一定要尽职尽责地照顾好这些住院职 渊员冤
工袁尽量减轻他们的病痛袁使他们早日痊愈袁重返
工作岗位遥 上图为中铝郑州企业领导亲切慰问住
院职(员)工遥 孟友光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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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工会明确四季度重点工作

深化劳动竞赛 建立帮扶中心

今年又将是个 野暖冬 冶节日期间两公司生产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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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调研会现场遥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
生 李 红冤10月 9日袁中铝公司党
组成员尧 副总经理张程忠带领调
研组到河南分公司尧 矿业有限公
司和长城铝进行了调研遥 中铝郑
州企业领导王熙慧尧吕振树尧王立
建尧姜小凯尧曾庆猛及其他领导参
加了调研汇报会遥
近一段时期袁 国际金融出现

大幅度波动袁 中铝公司的生产经
营受到一定影响遥针对这一现象袁
公司总部决定组织调研组对下属
各单位在应对危机等方面采取的
措施及目前的经营现状进行调
研遥
汇报会上袁调研组听取了王熙

慧尧姜小凯有关河南分公司尧矿业
有限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尧项目
建设及矿石供应等方面的工作汇
报遥 其他领导也就各自分管的工作
向调研组进行了补充汇报遥 同时袁
调研组就氧化铝生产尧矿石供应等
一些具体问题同与会人员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遥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汇报会
上袁 调研组有关人员向与会的河
南分公司尧 矿业有限公司中层以
上领导介绍了目前中铝公司在原

材料采购和成本控制等方面采取
的具体措施袁 详细介绍了近段时
期国内外铝行业的基本情况袁并
对中铝公司采取的弹性生产组织
方案向与会人员作了详细说明遥
张程忠对河南分公司尧 矿业

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总部提出
的有关要求表示满意遥他说袁两个
分公司的领导干部在思想和行动
上都非常重视此次公司面临的严
峻形势袁 同时也采取了很多有力
的措施袁 进一步推动了公司的降
本增效工作遥他要求河南分公司尧
矿业有限公司和长城铝各级领导
干部及一线职渊员冤工院一要充分
认识当前严峻的形势袁 做好应对
困难的一切准备曰 二要采取一切
可以采取的措施袁 努力实现降本
增效袁 存续企业要积极为河南分
公司和矿业有限公司分担压力曰
三要坚定信心袁通过大家的努力袁
共渡难关曰 四要高度重视企业的
安全稳定工作袁 切实做好安全生
产和人员稳定工作袁 保持队伍的
稳定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