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唐星善）元月 10日，
由广西企业家联合会、广西企业
家协会组织举办的“2008'广西企
业家联谊会”在南宁荔园山庄举
行，来自广西 100强企业的企业
家们共叙广西工业企业发展大
计。自治区领导郭声琨、马飙、马
庆生、杨道喜出席了会议。

广西分公司总经理瞿向东作
为全区企业家的唯一代表，在联
谊会上作了发言，瞿向东总经理

向广西的企业家们介绍了中铝广
西分公司 2007年取得的成绩，重
点介绍了广西分公司勇于承担企
业的社会责任，在节能减排、安全
环保和矿山复垦等方面所取得的
突出成绩，介绍了实施标准量化
管理，进行管理创新，打造管理品
牌、电解铝技术走出国门输出印
度等情况。他表示要争当“工业兴
桂”的排头兵，为广西经济更好更
快地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分公司精彩亮相区企业家联谊会
瞿向东总经理代表全区企业家发言

1月 17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原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原平果铝业公司
董事长吴建常、广西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原平果铝业公司副董事长陈仁，
在原平果铝业公司经理汪师伦、公司原党委书记欧阳斌南的陪同下，到中
铝广西企业考察。他们和中铝广西企业领导进行了座谈，共同回忆起当年
参与平果铝建设的光辉岁月。（白泉 唐宏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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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花千簇辞旧岁，火树万株迎新春。戊子年新春佳节即将来
临，在这万家团圆的喜庆时刻，我谨代表公司党组和两公司班子，
向全体员工、内退职工、离退休人员和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
挚的慰问！

2007年，是中铝公司开拓奋进的一年，是实现公司又好又快
发展的一年，也是硕果累累的一年，在中组部、国资委的正确领导
下，公司全体员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观
统揽全局，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抢抓机遇，精心组织，强化
管理，协调运作，攻坚克难，全面实现了年度工作目标，取得了优
异成绩，公司资产总额突破 2000 亿元，营业收放入超过 1300 亿
元，与 2001年公司成立时的 358亿元和 182亿元相比，分别增长
了 4.6倍和 6.2倍，在经营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实现利润继续
保持在 20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公司生产经营业绩优异，技术经
济指标持续改善，资本运作亮点突出，海外开发取得重大成果，节
能减排成效显著，改革改制稳步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党建工
作扎实有效，和谐中铝深入开展。公司整体实力进一步提升，发展
领域进一步拓宽，管理基础进一步夯实，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良
好形象进一步树立，公司在“创建一流企业，构建和谐中铝，打造
百年老店”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优异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的结果，是中组
部、国资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国家有关部委和企业所在地各级
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支持帮助的结果，是各级管理者和全体
员工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内退职工，离退休人员和家属们理解
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公司党组和两公司领导班子，向大家表
示衷心的感谢！

帷幕徐启，灯火璀璨。200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战
略部署的第一年，是实施国际化多金属战略转型的起步之年，做
好明年的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机遇和挑战并存，我国经济发展将
继续坚持“好字优先、稳中求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有
色金属行业的健康成长和公司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良
好的机遇；宏观政策从紧，国际矿业公司并购浪潮汹涌，市场竞争
形势日趋激烈，也给公司实现持续盈利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巨
大的挑战。

形势刻不容缓，机遇稍纵即逝。肩负党和国家的重托，面对新
发展机遇，我们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按照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的要求和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的工作部署，深入贯彻科学发
展观，紧紧国绕公司战略转型，继续强化基础管理和科技创新，全
力做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深入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改制，加
快实施资源战略和海外开发，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在
建设国际化多金属矿业公司的征程中阔步前进，为实现公司又好
又快发展，为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中铝公司而奋斗！

站在新的起点，任重道远；实施战略转型，使命光荣，让我们
满怀希望和信心，励精图治，创新求强，为实现“创建一流企业、构
建和谐中铝、打造百年老店”的发展目标，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代表公司党组和两公司领导班子，祝愿大家新春快乐，身
体健康，事业兴旺，阖家幸福！

中国铝业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中铝股份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本报讯（邓小英）１月 ２１日下午，中铝广西
企业领导向两公司副处以上干部传达了中铝公司
2008年工作会议精神，中铝广西企业协调委主任瞿
向东就中铝广西企业贯彻落实中铝公司工作会议
精神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1月 13日至 14日，中铝公司召开了 2008年工
作会议和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在工作会议召开前
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吴邦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李荣融对中铝公司的发展作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
了中铝公司取得的成绩，提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
大型企业集团的新要求。
在传达会上，中铝广西企业领导黄振彬传达了

中铝公司总经理肖亚庆在工作会议上作的题为《以
党的十七大精神统领全局，为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
的中铝公司而奋斗》的报告（内容主要见２版）。肖
亚庆在工作报告中回顾了去年的工作。去年，中铝
公司把握机遇，开拓创新，公司发展迈上新台阶，主
要产品产量再创新高，经济效益保持平稳增长。肖
亚庆总经理还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差距，明确了
2008年工作中的生产经营目标、节能减排目标、改
革发展目标。围绕工作目标， 肖亚庆指出今年要
突出抓好十个方面的工作。

公司党委副书记李兵还传达了中铝公司副总
经理吕友清关于《把握规律，开拓创新，深化和谐中
铝的安全稳定机制》的专题报告，以及中铝公司副
总经理敖宏在中铝公司党风和反腐倡廉建设工作
会议上所作的《标本兼治注重治本、惩防并举注重
预防，为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中铝公司提供有力
保证》的报告。

传达完中铝公司工作会议精神，瞿向东总经理
围绕中铝广西企业的实际，提出了贯彻落实中铝会

议精神的具体工作要求：第一，要正确认识 2007年所取得的成绩，
以此来振奋我们的精神。中铝公司和中铝广西企业在去年都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分公司氧化铝和电解铝产量创历史新高, 氧化铝完成
96.5万吨，电解铝完成 15.1万吨，实现利润 15亿元；平果铝业公司
克服重重困难，也完成利润 2000多万元。第二，要正确认识 2008年
公司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唤醒我们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竞争
意识，增强我们的责任意识。第三，认真做好今年的工作，把中铝公
司下达的具体任务指标落实好。做好两公司的合并重组工作，保证
三期投产顺利，促进电解二期开工（瞿向东讲话全文见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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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马雁飞）1月 25日上午，广西分公
司召开了 2008年生产经营任务布置大会。公司
总经理瞿向东、副总经理刘保伟、程运材，总经
理助理夏远强、高行芳、郭敏，公司各部室、二
级分厂领导和相关科室主管共 100多人出席会
议。

生产运行部经理李国乾宣读了 2008年公
司生产计划编制情况，总经理助理高行芳对中
铝总部下达成本考核指标情况及其依据作了
说明，就广西分公司经济指标的分解情况、分
解原则进行说明，并对各二级单位成本分解作
了具体部署。公司副总经理刘保伟从生产、检
修，领导值班，三期工程建设以及安全管理等
方面布置了春节前后的工作安排。

会议举行了 2008年绩效考核责任书签订
仪式。瞿向东代表公司与各二级单位、部室负
责人签订绩效考核责任书。
会上，瞿向东对分公司 2007年生产经营任

务完成情况做了总结。分公司氧化铝和电解铝产量创历史新高，全面
完成中铝的绩效考核指标；分公司全面实现工业污水零排放，热电厂
脱硫技改项目通过环保验收；矿山复恳工作取得新进展；科技进步方
面取得突出成果，最突出的是电解铝三度寻优的技术取得革命性的突
破，对中国铝工业节能减排具有重大的意义；分公司积极推行标准量
化管理，实施劳动组织的变革，管理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瞿向东
分析了公司 2008年生产经营面临的严峻形势，面对形势，瞿向东对
2008年的工作做具体部署：一是要严格控制成本；二是要尽可能的超
产，高产；三是要向科技要效益；四是加强管理，减少事故，减少损失。
在安全生产方面要严格管理，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严惩违章行为；要进
一步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最后，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处理好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让企业的员工心气顺畅。（瞿向东讲话全文见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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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再华）1月 9日，中国铝业公
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中铝广西企业合并
重组领导小组组长吕友清率中国铝业公司
人事部主任毛远见、中铝股份公司财务部
总经理欧小武等中国铝业公司“广西企业
合并重组”领导小组成员到中铝广西企业
指导、部署“合并重组”工作。

中铝广西企业两公司领导班子就有关
工作向吕友清副总经理一行作了汇报。吕
友清副总经理在听取了汇报后，充分肯定

了中铝广西企业两公司自“合并重组”启动
工作动员大会以来所做的工作。他说，经过
这一段时期的努力，企业在思想发动，组织
准备，资产准备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认
识上已达到了统一的高度。目前合并重组

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希望中铝广西企业领
导班子和干部职工要按照肖总的讲话精神
做好工作，确保合并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
最后吕友清副总经理对下一步合并重组工
作作出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

吕友清指导中铝广西企业“合并重组”工作

本报讯（邓小英）1月 31日，平果铝业
公司召集副科级以上干部召开了 2008年
工作部署大会。公司经理黄振彬总结了
2007年的工作，对 2008年的工作及近期
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公司党委书记刘永刚
就合并重组期间稳定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会上，公司经理助理徐国庆首先对公
司 2008年财务预算编制原则、情况、预算
控制进行了说明。公司党委副书记李兵总
结了公司去年的班组建设和“五好”科部
室工作（总结内容详见 7版）。去年，公司
继续加强班组建设以及在两级机关中开
展创建“五好”科部室工作都取得了明显
成效。公司现有的 108个班组经过两年多
的建设，有 71个班组达标验收为优秀班
组，合格以上班组达到 107个。公司 21家
二级单位和部室共 99个科（部）室参加了
创建“五好”科部室活动，通过公司检查验
收的“五好”科（部）室达 41个。李兵还总
结了班组建设和五好科部室创建活动存

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下一步班组建设和科
部室建设提出了总体要求。

黄振彬回顾了公司去年的工作。2007
年，公司主要产品产量超额完成计划任
务，企业效益保持平稳增长，实现经营收
入 9.03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7.41亿元，
分别比 2006年增长 3.44%、40.95%；实现
利润 2267万元，完成中铝下达指标任务
的 119.32%。黄振彬经理还畅谈了 2008年
工作思路和近期主要工作安排，他说，
（一）要进一步强化安全工作，特别是针对
公司生产经营和后勤服务工作的特点，着
重抓好交通、防火、食品卫生等方面的安
全工作。（二）要强化全面预算管理，逐级
分解中铝公司下达的任务指标，落实责
任，确保全年生产经营任务全面完成。
（三）要进一步巩固班组建设、五好科部室
的成果，夯实基础管理。（四）要根据市场
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满足市场对产
品质量的新要求，同时抓好生产过程中的

成本节约工作。（五）要各级管理者恪尽职
守，维护企业“生产、队伍、人心、治安”稳
定，确保中铝广西企业合并重组工作顺利
完成（讲话全文见 5版）。

会上，公司经理黄振彬和实业公司、
平果铝宾馆、生活服务公司、铝合金厂等
单位的负责人签订了经济责任书。会议表
彰了 36个被评为公司优秀班组的集体，
表彰了 11个优秀“五好”科部室单位。

最后，公司党委书记刘永刚强调，各
单位要把会议的各项内容落实好，要把中
铝公司下达给公司的利润指标落实下去。
在中铝广西企业合并重组期间，要确保公
司生产稳定、职工队伍稳定，干部思想稳
定，社区治安稳定，管理干部要顾大局，识
大体，以实际行动支持合并重组工作。在
春节前后，要做好安全工作，关心困难职
工和党员的生活，让职工家属们过上愉快
详和的春节。

平果铝业公司召开 2008年工作部署会

本报讯（张明华）元月 10日，在广西自治区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总工会、广西企业联合会以及广西
企业家协会四家单位联合召开的全区创建劳动关系和
谐单位活动表彰暨经验交流会上。平果铝业公司等 60
家单位荣获了“全区劳动关系和谐单位”荣誉称号。公司
党委副书记李兵代表公司出席会议并领受荣誉。

平果铝业公司荣获“全区劳动
关系和谐单位”荣誉称号

平果铝业公司工会获“奥运
知识竞赛”优秀基层组织奖
本报讯（文欣）2007年 11月，平果铝业公司工会组

织中铝广西企业职工参加了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
工人日报社联合举办的“全国亿万职工奥运知识竞赛”
答题。12月，公司工会荣获了奥运知识竞赛优秀基层组
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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