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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 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
席卷全球遥国内铝行业,乃至我们企业袁也不可避
免地受到了本次金融海啸的冲击袁 生产经营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遥

面对困难袁 我们怎么办钥 明末学者顾炎武说
过院天下兴亡袁匹夫有责遥对于企业来讲袁我们每一
名员工都是企业的一分子遥 我们必须直面这场考
验袁勇敢迎接挑战袁与企业同呼吸袁共命运袁同舟共
济袁共渡难关遥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遥氧化铝一厂
作为河南分公司的主体生产厂袁 是企业控亏增效
的主力军袁 我们更有义务尧 有责任为企业控亏增
效尧为员工谋幸福作出自身的努力遥

牢固树立野三个意识冶袁营造奋发图强的氛
围遥我们将教育引导员工增强大局观念袁强化危

机意识尧责任意识和降本意识袁紧紧围绕控亏增
效袁及时调整生产组织方案遥同时袁树立信心袁增
强勇气袁奋发图强袁把控亏增效作为当前乃至今
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抓实抓好遥
齐心协力袁共渡难关遥建厂50年来袁种种磨难

都没有阻断我们的发展进程袁 千难万险都没能磨
灭我们的斗志遥我们靠的就是齐心协力尧不屈不挠

和愈挫弥坚的精神遥正是依靠这种精神袁我们才取
得了一个个的成绩袁铸就了一次次的辉煌遥现在我
们只要继续秉承这种传统袁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尧主动性尧创造性袁我们就一定能够依靠团结起
来的巨大力量和集中起来的无穷智慧袁 再次渡过
难关遥

树立过紧日子尧 苦日子思想遥 成由勤俭败由

奢遥 我们将从节约一度电尧一张纸尧一滴水做起袁向
一个百分点要效益袁向每个工作日要效益袁全方位尧
全员尧全过程地降低成本袁打赢挖潜增效攻坚战遥

坚持野落实高于一切冶袁确保控亏增效目标
实现遥各级管理者和广大员
工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尧落实
企业的各项决策遥 以野严细

实新恒齐冶的理念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遥积极探
索低铝硅比条件下的氧化铝生产经济运行模
式遥 加大科技攻关力度袁优化技术指标袁破除生
产瓶颈遥 依靠广大员工的智慧和力量袁实现氧化
铝生产的平稳尧经济运行遥
艰难困苦袁玉汝于成遥 我相信院在分公司的

正确领导下袁在兄弟单位的鼎力支持下袁在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袁我们有决心尧有信心完成分
公司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袁打赢这场降本控亏尧
挖潜增效攻坚战袁 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作出我
们的贡献遥

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
阴 赵福辉

本报讯 渊记者 赵 敏 实习生 李 红 韩芸云冤10
月 23日袁长城铝经理曾庆猛袁副经理孟若志尧霍本龙袁副
总会计师丁一率有关职能部室负责人到后勤服务管理
中心进行了调研遥
调研会上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经理魏自帅就后勤服

务管理中心 1至 9月份生产经营情况和今年第四季度
工作安排袁 以及采取的发展措施和需要长城铝协调解决的问
题进行了汇报遥
针对后勤服务管理中心提出的需要长城铝协调解决的问

题以及后勤服务管理中心今后的发展问题袁 丁一和与会职能
部室负责人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措施遥
霍本龙对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目前遇到的困难作了分析

后袁要求他们院一要认清形势袁坚定信心曰二要挖潜增效袁降低
成本遥他还对后勤服务管理中心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遥
孟若志希望后勤服务管理中心院一要做好服务工作袁全方位

为上市单位和离退休人员尧内退职工服好务遥二要抓好安全工作遥
三要认真工作袁加大力度袁年底前完成后勤服务改革任务遥
曾庆猛对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1至 9月份的工作给予了肯

定遥他指出袁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袁我们要同上市企业一道袁齐

心协力袁共渡难关遥他要求后勤服务管理中心院一要立足本业袁
优质高效低成本地做好服务工作曰 二要全方位地为上市单位
和中铝郑州企业离退休人员尧内退职工服好务袁不断提高服务
质量和水平袁努力增设新的服务项目曰三要加强管理袁进一步
挖潜增效袁 不断提升专业化管理水平曰 四要加大市场开拓力
度袁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袁为长城铝的降本增效作贡献遥
又讯 渊记者 奚望丞 通讯员 刘显军冤10月 17日袁公司党

委书记王立建到离退休管理中心进行了调研遥
离退休管理中心党委书记罗永跃向王立建汇报了当前老

同志的思想动态及近期工作遥
听完汇报后袁王立建说院一是要尽快将中铝郑州企业当前

面临的严峻形势通过有关渠道向老同志通报袁 以统一大家的
思想认识曰 二是企业再有困难袁 老同志的各项待遇也不能降
低曰三是在后勤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袁要十分关注特别困难的离

退休人员和内退职工袁并对他们进行救助曰四是企业的脱困离
不开老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袁在当前企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袁
希望广大老同志继续发挥余热袁为企业渡过难关献计献策袁齐
心协力袁为打胜扭亏增盈这一仗作出贡献遥

10月 21日袁 王立建还到离退休管理中心为广大内退职
工尧离退休人员作了生动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袁向老
同志们通报了铝行业和目前企业现状及严峻形势下两公司采
取的应对措施遥
在报告中袁王立建特别强调指出院面对这场全球性的经济

危机袁我们要树立必胜的信心袁在全体职渊员冤工的共同努力
下袁在广大离退休人员尧内退职工的关心支持下袁我们的企业
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袁渡过难关遥
又讯 渊通讯员 金慧玲 实习生 郭雯婷 韩芸云冤10月 21

日尧23日袁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平到实业开发总公司尧新闻中心

进行了调研遥
开发总公司党委书记刘国祯尧 总经理石殿臣分别汇报了

近段时间以来袁 开发总公司积极应对当前严峻生产经营形势
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开展的重点工作遥听完汇报后袁崔平提出了
三点要求院一是要认清形势袁统一思想袁做好应对当前困难形
势的思想准备曰二是认真落实中铝公司及长城铝工作部署袁打
好挖潜增效攻坚战曰三是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袁积极分担压力袁
增加自身造血功能袁努力为企业减少负担遥
来到新闻中心袁崔平听取了新闻中心主任李国刚就目前形

势下开展宣传工作情况的汇报遥 崔平对新闻中心的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袁并提出了三点要求院一要认清形势袁坚定信心袁进一
步增强做好控亏增盈宣传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遥二要坚持正
确的舆论导向袁为职渊员冤工鼓劲袁为企业加油遥 三要加强自身建
设袁不断提高工作质量袁增强宣传工作的感染力和影响力遥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王欣欣冤 10 月
22日袁 上街区委书记周春辉尧 区长朱是西带领区领
导班子成员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来到河南分公司袁
了解企业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及生产经营情况遥 中
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王熙慧尧 王立建尧 崔平尧 吕
子剑尧 江新民尧 刘保正袁 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鲍
宇尧 孙少波以及有关部室负责人参加了当天的会议遥

王熙慧代表河南分公司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表示
感谢袁 对中铝公司以及河南分公司近期的销售尧 成本
以及应对困难采取的措施等作了详细介绍遥 他强调袁
企业目前采取的弹性生产组织方案是一种主动应对困
难的有效措施遥 他表示袁 有中铝公司的正确领导和当
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尧 广大员工的充分理解以及遇到困
难不退缩的勇气袁 可以预见袁 分公司的前景会一步步
向好的方向发展遥
王立建表示袁目前中铝公司采取的弹性生产组织方

案只是战略上的撤退遥 因此袁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和行动
上做好一切准备袁齐心协力袁深入挖潜袁共渡难关遥

崔平尧刘保正尧江新民等领导和部室负责人还向周
春辉一行提出了急需区委区政府给予帮助尧 解决的问
题遥
周春辉尧朱是西表示袁在企业严峻的形势下袁区委区

政府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遥
右图为企地双方领导正在亲切交谈遥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王 艳冤为切
实落实长城铝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会议部署袁10
月 23日袁长城铝合同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班
在技校开班遥 来自各二级单位的八十余名合同
管理员和合同经办人参加了培训遥 长城铝副经
理孟若志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 实习生 高建华冤
10月 23日袁 公司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班在工学
院开班遥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崔平出席仪
式并讲话遥 培训班特邀河南省纪委三室主任刘
国栋前来授课袁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各二级单
位的纪检干部及相关人员参加了培训遥

本报讯 渊记者 赵 敏冤当前袁中铝公司遇到了成立 7年来
最为严峻的生产经营形势袁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也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困难遥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尧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公司党委在今年第四
季度采取八项措施袁积极应对当前面临的严峻生产经营形势遥
一是深化学习教育袁加大思想政治建设力度遥 1.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
会精神上来袁坚决执行中铝公司下达的弹性生产组织方案袁在
思想上尧行动上与中铝公司党组保持高度一致遥 2.层层召开动
员大会袁深入开展形势任务教育遥
二是提升整体素质袁加大领导班子建设力度遥 1.大力加强

领导班子能力建设袁 着重提高领导干部应对复杂局面和处理
各种矛盾的能力遥 2.认真落实领导班子成员联系点制度袁深入
基层了解职渊员冤工思想动态袁及时协调解决基层生产经营中
遇到的难题遥 3.组织召开好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袁进
一步增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尧战斗力和执行力遥

三是转变工作作风袁加大干部队伍建设力度遥 1.强化责任
意识袁坚持一级抓一级袁一级带一级袁做到领导有责任袁单位有
目标袁层层有压力袁人人有任务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积
极有效的工作举措袁确保全年任务的顺利完成遥 2.严格落实以
生产经营尧成本效益为中心的绩效管理考核遥 3.坚决实行安全
生产野一票否决制冶和重特大事故野问责制冶遥

四是深化野三比一创冶活动袁加大基层组织建设力度遥 1.融
入生产经营中心袁深化野三比一创冶活动袁量化野三比一创冶考核
指标遥 2.继续抓好野特色党支部冶尧野党员先锋岗冶创建及野双培
养冶工作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袁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和职渊员冤工袁
立足岗位降本增效遥 3.按照党员先进性要求袁充分发挥党员表
率和带头作用袁努力降低成本遥
五是加强宣传思想工作袁加大企业文化建设力度遥1.以野企

业有困难袁我们怎么办冶为主题袁层层组织深入讨论袁教育引导
广大职渊员冤工认清形势袁明确任务袁坚定信心袁共渡难关遥 2.加
大宣传工作力度袁充分利用企业报纸尧电视尧内部网站等袁向广

大职渊员冤工深入开展形势任务宣讲袁使两公司上下达到思想
高度统一尧认识高度到位尧步调高度一致遥 3.大力弘扬野励精图
治袁创新求强冶的中铝公司精神袁加大企业文化建设力度袁深入
开展野企业文化创新示范基地冶和野企业文化创新示范区冶活
动袁引导广大职渊员冤工传承中铝郑州企业的优良传统袁发扬建
厂精神袁从我做起袁从点滴做起袁野向一个百分点要效益冶袁在两
公司形成人人为降本增效作贡献的良好氛围遥
六是构建惩防体系袁加大反腐倡廉建设力度遥 1.进一步强

化效能监察遥 2.进一步强化过程监督遥一是强化对进厂大宗原
燃材料供应的专项监察袁严把矿石取样尧化验尧检斤关遥二是加
强招投标管理的过程监督遥三是严格执行工程项目尧物资购销
合同与廉洁保证书野双合同尧双签订冶制度袁规范经营管理行
为遥
七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袁加大群团工作力度遥 1.深入推进

野挖潜增效袁向一个百分点要效益冶劳动竞赛活动袁全面推动劳
动竞赛野进车间尧进班组冶袁进一步调动广大职渊员冤工的工作积

极性和创造性遥 2.抓好为职渊员冤工办实事的落实袁进一步激发
广大职渊员冤工的工作热情袁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遥 3.切
实帮助职渊员冤工解决实际困难袁进一步推进野送温暖冶活动的
经常化尧制度化袁积极筹建中铝郑州企业帮扶中心遥4.继续深入
推进青年文明号野节能减排袁降本增效冶挑战赛活动袁大力开展
青年创新创效尧建言献策尧野五小冶等活动袁引领广大团员青年
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遥
八是坚持稳定为先袁加大安全稳定工作力度遥 1.成立调研

工作组袁做好实施弹性生产组织所涉及单位职渊员冤工的思想
工作遥 2.定期组织开展职渊员冤工思想动态分析袁对职渊员冤工关
心的热点尧焦点问题袁及时进行教育和引导袁释疑解惑袁化解矛
盾遥3.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袁做好职渊员冤工来信来访工作袁把矛
盾和问题解决在
基层袁 解决在萌
芽状态遥

长城铝培训合同管理 人员

公司举办纪检监察业务培训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党委

采取八项措施应对当前严峻生产形势

上街区领导走访河南分公司 本报讯 渊记者 赵 敏冤为积极应对当前严峻的生
产经营形势袁带领广大职渊员冤工打赢挖潜增效攻坚
战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了野挖潜
增效袁党员奉献冶活动遥
活动时间院从 10月 20日到 12月 31日遥
活动内容院一尧组织一次党员教育遥 各单位要以

野背水一战袁打赢挖潜增效攻坚战冶为主题袁分期分批
组织党员开展一次教育活动遥 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
育袁让广大党员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尧竞争意识和大局
意识袁并以党员模范带头行动袁带动全体职渊员冤工进
一步认清形势袁统一思想袁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
心遥二尧组织一次党员义务劳动遥各单位以党支部或班
组为单位袁以野挖潜增效袁党员奉献一日冶为主题袁组织
党员每月参加一次党员义务劳动遥 通过有计划尧有针
对性地开展党员义务劳动袁 进一步增强党员服务意
识袁树立党员形象遥 三尧每名党员有一项修旧利废成
果遥各单位以野节流降本袁党员竞赛冶为主题袁组织党员
开展厉行节约尧修旧利废尧小改小革等活动遥组织基层
岗位党员对废旧器件进行修理袁以实现再利用遥 通过
做好身边野小事冶袁节约一滴水尧一度电尧一张纸尧一颗
螺丝钉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袁 培养勤俭节约意识遥四尧
每名党员提一项合理化建议遥 以野我为挖潜增效献一
计冶为主题袁组织党员立足岗位提建议袁立足本职献良
策遥
党员在活动中要体现四个先进标准院一是思想觉

悟要高袁二是业务水平要精袁三是工作作风要实袁四是
争创业绩要优遥
活动要求院一尧突出主题袁务求实效遥 二尧内容丰

富袁形式多样遥三尧广泛宣传袁营造氛围遥四尧精心组织袁
严明奖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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