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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亚庆总经理在中铝广西企业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刚才和班子的
同志座谈，听取了瞿总、黄总关于平果铝企业
2007 年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对 2008 年如何
使平果铝企业取得更好更大的发展的打算，他
们的想法都很好。

我首先代表公司党组和两公司班子向平果
铝企业中层干部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感
谢同志们为 2007年平果铝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各
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做出的努力。在这里，我谈
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平果铝的全体干部、员工，特别
是各个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十七大精神，要准确把握当前我
们有色金属行业、中国铝业公司改革发展
稳定的大好机会，以此来统一我们的思
想，促进平果铝又好又快地发展。

党的十七大是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
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改革
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不仅对当前，而且对
今后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这次大会上，特
别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中，对我国改革开放
29年来的成就做了深刻的总结，特别提出“坚持
改革开放不动摇，四个坚定不移”。这些都会为
我们提高思想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在政
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提供了坚强的保证。同志们
要学习好、领会好十七大精神，通过学习领会不
断地思考我们的工作，思考自身肩负的责任，思
考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十七大报告特别指出，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也在发生深刻
的变革。世界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中国发生的这些深刻的变革对我们带来了哪些
影响？通过思考这些问题，对明确我们今后的方
向，认清当前的形势，找出平果铝企业发展的思
路，至关重要。

因此，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讲，党的十七
大为我们今后乃至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些问题作
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答复，它所提出的指导
思想，必将指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地在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特别是十
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必将
激励全国人民更加奋发图强，努力实现目标。同
志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七大会议精神，指
导自己开展工作。

第二，希望大家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和
责任意识，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准
确地把握我们的发展方向，努力取得新的
更好的成绩。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2007 年中铝公
司又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我们今年的资产总
额，在 11月已经突破两千亿元，销售收入和利润
都取得了好的成绩，但我们现在预计利润水平
比去年略微降低，因为今年的氧化铝价格跌得
非常厉害。同时，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使铝的产业
链更进一步完整。我们的氧化铝超过 XXXX万
吨，电解铝超过 XXX 万吨，加工材的产量也接
近 XX万吨。更重要的是国务院、国资委已经正
式批复了中国铝业公司的主业增加铜及其它有
色金属。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中国铝业公司有
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也是我们有色金属
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
久必合。近几年，有色行业体制在不断变化，但
是变化的过程确实又给了我们更重要的责任，
就是把铜和其它有色金属做好。
今年，我们的几件大事在国内国外都是开创

性的。比如说中铝 A股回归、吸收山东铝、兰铝
完成股改。这三项艰难的任务同时完成，在中国
企业里是首创的，创下了很多中国第一。我们今
年投资 8.5亿美金购买了秘鲁铜业公司，这是我
们国家在矿产资源方面真正拿到手的一个大项
目，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们 A股回归不
说家喻户晓，至少每个股民都知道中国铝业的
名字。我们购买秘鲁铜业公司，使中国铝业的名
字在世界上更加响亮。我们成功地重组了云南
铜业公司，使得我们的铜及其它有色金属的战
略更扎实地走下去。云铜今年销售收入 407亿，
利润不到 30个亿，铜的产量 30多万吨，金 11.9
吨，银 620吨，在中国企业里是很大的公司。所

以，我们今年能把它重
组成功也是我们中铝公
司在发展道路上关键的
一步棋。这些发展的成
果，为平果铝企业未来
的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
外部环境、非常好的政
策环境、非常好的国际
发展空间。

国家提出了科学发
展观，提出努力实现又
好又快发展，这一系列
思想理论体系，为像我
们中铝公司这样的国有
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
有力的市场支撑和经济
需求的支撑。我们之所
以能够取得这样好的发
展，就是因为有中国经
济发展这样一个大的背
景。上周，我到伦敦去和世界几大公司的巨头交
流，大家都感觉到中国发展得很快，中铝发展也
很快，通过中铝的发展势力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未
来发展的势头是非常迅猛的，他们也非常羡慕我
们能够处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市场中心。

公司党组正在谋划 2008年以及今后更长的
一段时间里，如何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取得又
好又快发展的宏伟远景和美好蓝图。这个时候，
平果铝企业的发展必将成为我们中国铝业发展
的重要部分。我们看到这些大的方向、大的局势，
特别是看到中铝公司未来美好的发展远景，将会
给平果铝企业带来更大的机遇，更大的发展前
景。

第三，大家要不断增强竞争意识，不断
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不断培育我们的职
工队伍，使平果铝企业的管理、技术等方
面在国内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

现在我们公司确实是在发展，不管是上市公
司还是存续公司，这几年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各位都做出了很多贡献。上市之初到现在，平果
铝企业的变化很大，氧化铝产量在明年三期建成
后将达到 180 万吨，通过技改有望达到 200万
吨。我们现在正在谋划电解二期的建设，如果电
的问题解决了，电解铝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昨
天，我在自治区讲到，广西的氧化铝太多了，确实
要搞点电解铝。所以，平果铝又特别具备发展电
解铝的空间，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怎样将这种发
展机遇保持住这个问题。

我们中铝内部的成本、资源、技术、管理创新
都很具特色，很有潜力。我们的存续企业自强不
息，不等不靠，在服务主业谋求发展上做了很多
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快实现扭亏脱困，不断
地创利，不断地稳定增长，这都相当不容易。但
是也应该看到，我们与国际上现代企业之间的
竞争，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行业之间的竞争，确
实需要增强我们的竞争实力。大家知道，最近世
界矿业排名第一的比力顿公司要并购排名第三
的力拓公司，目前提出的并购交易价格是 1530
亿美金，但力拓公司认为价格太低，业内人士评
估是 1800到 2100亿美金。并购以后是什么状况
呢？这个新的公司一旦成立，它将占据世界铁矿
石产量的 37.8%，占世界铜的 22.5%，因为力拓今
年刚刚以 381亿美金吃掉加铝，铝的方面也会占
世界的百分之二点几，还有 20%铀的矿产资源，
占世界 17%的焦煤。别看中国煤的储量非常大，
我们真正的焦煤是短缺的，今年进口了 5000多
万吨。这些世界级的企业本来就比我们大得多，
还在不断地进行并购，他们并购的理由就是协同
效应没有发挥出来，合并以后会进一步降低成
本，更好地驾驭市场。年后，他们的董事长会来找
我，游说我们支持他并购。现在世界的单一矿业
公司很难生存，美铝危机感很强。并购事项出台
以后，美铝的董事长、总裁马上问我有什么想法。
我说我们现在静观其变，不发表任何看法。我反
问他有何办法，他说他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办法。
但是，可以看出美铝的管理者、董事会非常担忧。
中铝有多大？最高峰时是 7000多亿元市值，

现在是 5000多亿元，是人民币。这种情况下，我
们达到了美铝、加铝的程度。可是我们的竞争力
如何？我们真正产品成本按平果铝的最好水平
来看也比美铝、加铝差不少，当然我们有资源的
限制，有其它各方面的限制。中国铁矿石每年进
口 3亿多吨，铝土矿进口超过 2000万吨，铜大部

分是进口的。中国是
贫油国家，一听到中
国要发展核电，不到
两年时间，世界的铀、
矿涨了三倍。从有色
行业来看，资源、技
术、标准，甚至到规则
基本上都被世界上大
的公司垄断了，我感
觉到我们还没有完全
跟人家坐在一个谈判
席上说话。只不过中
铝现在不断发展的速
度让人吃惊，而且我
们现在又从铝扩展到
铜和其它金属，他们
觉得这种发展的势头
非常凶猛。国际对中
国发展的担忧，担心

世界资源消耗得太快太大，外部环境对我们发展
的制约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发展的愿望都是美好的，但是我们真的
要取得大的发展，真的要突破现在世界大的经济
格局，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的企业是相
当不容易的。平果铝企业的氧化铝是按照国家
宏观调控的要求，按照环保的要求，扎实地有条
不紊地发展。而一些不经过国家批准的企业，不
按照要求建设的企业，扰乱市场秩序的企业大有
人在。所以就平果铝来讲，真正要发展氧化铝、
电解铝并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这种形势下，怎么
做好我们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现在要
找差距，找问题，我们不培养出竞争的本领很难
适应当今世界的变化。1995年，我去几内亚的时
候，认为几内亚非常荒凉，整个首都只有一条柏
油马路，其它全是土路。基本上一天要停电 300
次左右，两分钟停一次电。就这种状况的国家，
所有的资源 40年前按照经纬线都被世界大公司
分完了。澳大利亚更加不用说，法铝拿了 4.8亿
吨铝土矿 3年不开采，澳大利亚政府立即把它收
回来，重新招标。国外最好的资源已经很难拿到
手，能看见的基本被瓜分掉了。所以，我们要认
识到当前竞争的残酷性，提高练好本领的紧迫
感，要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大公司的这种压力和
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第四，希望平果铝的领导班子，特别是
各单位的主要干部一定要加强学习，一定
要加强团结，一定要在开拓创新，探索平
果铝改革发展的新思路上下功夫。

我们正在谋划中国铝业公司更多更大的发
展途径和办法，描绘更加宏伟的蓝图和更大的
发展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平果铝也有几件重
大的事情正在进行。

第一件事情就是企业重组。重组的条件已经
成熟，上市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上市后氧化铝二
期、三期都进行得很顺利，未来的发展项目也在
规划中。存续企业经过大家艰苦努力，不断改革
创新，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所以，减少两公司
间的关联交易额度，更加充分地发挥平果铝企
业的整体功能，不仅仅是中国铝业公司的第一
家，也是中国企业里存续企业和上市企业进行重
组的一个典型的范例。所以，需要以改革的精神、
创新的精神来找出好的思路。

中铝公司党组和经理班子非常重视平果铝
企业重组合并的工作，公司成立了领导小组，平
果铝企业以瞿向东同志为首，和黄振彬同志、刘
永刚同志组成了
工作组，正在拟定
这方面的方案。公
司党组做出重组
决定，是为了企业
今后实现更大发
展。在重组过程当
中，要保证所有为
企业做出贡献的
干部、职工得到很
好安排，发挥每个
人的才干，放到合
适的岗位，给大家
发挥才能创造最
好的条件。通过做
好这些工作，再加
上华银铝业正式
投产，都将为平果

铝未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重组合并是一件新事。公司分离的时候是件

新事，大家做了很多贡献，特别是内退职工为企
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公司重新合到一起，
也要做好耐心细致的工作，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统一认识，要做好细致的预案和方案。通过企业
资产、人员重组，把平果铝企业优良的传统传承
下来，使企业的发展更好更快。

第二件大事就是要加快氧化铝三期项目的
建设，确保在既定的时间、质量、投资范围内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明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50周
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国家改革开放 30周年。平
果铝企业要以氧化铝三期工程早日投产达产达
标的实际行动献礼。未来的半年时间显得更加
重要，我们要抓好工程的质量，抓好投资管理，抓
好安全施工等各方面工作，促进项目早日投产。
这个项目投产以后，我们在研究是否能用进口矿
石来提高产量。如果自治区重视氧化铝的发展，
平果铝还可以再发展。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是，
选择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扩大生产, 在资源有保
证、成本有保证的地区，不断地扩大规模，这是公
司既定的发展战略。
第三是不断完善氧化铝产业链，积极创造条

件，争取早日实现电解二期的项目。现在总部各
个部门和企业的有关同志正在积极争取各方面
的支持，特别是电力供应的保证。广西的铝土矿
很多，但是铝土矿需要的煤又没有。中国煤多，全
世界储量最大，但是优质的煤很少，而且分布极
不均匀。东北的煤可以，大部分煤在新疆、内蒙，
开采的距离又非常遥远，运输成本很高。所以说，
资源很匮乏。怎样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电解铝，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等这几件大事做好了以后，平果铝将会建设

成一个世界级的、先进的铝生产基地。

最后一点，希望同志们要坚持依靠职
工办企业的指导思想，切实关心职工，爱
护职工，让所有的职工来共享我们企业的
发展成果。

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是以人为本，我们讲经
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政治体制的
发展，这些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
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最近制定的很多政策都是
鼓励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怎样使自己的发展成
果不断地惠及员工，我们的管理者对此有重大的
责任。随着收入的提高，职工对生活的向往会越
来越高，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求不断
增长的客观现实。我们的干部特别是企业的领
导班子成员，一定要把职工的感情、思想这些动
态和变化放在心里，要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发挥
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大家能够心情愉
快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同时，我们还有责任和义
务不断改善离退休职工和职工家属的生活条件，
使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基本的保障。
我们过去讲社会的负担太重，所以现在把一

些负担交给政府，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所以，企
业重组不是要回到老路上去，应该像总书记说的
一样，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创造我们的工作。在
新的形势下，职工群众的愿望对我们的要求越来
越高。我们的干部要关心职工群众，要把企业经
营得更好，使平果铝企业的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
行下去。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我代表公司党组向同志

们、向全体职工、离退休职工以及家属同志们表
达最美好的祝愿，祝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
康、合家幸福、工作顺利，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宣传部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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