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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 12日至 15日，中铝公司召开年终工作
会议，我把分公司的任务带回来了。在两公司共
同召开的传达中铝公司年终工作会议精神大会
上，我结合广西企业的具体情况谈了四个问题。
一是维持现有生产，二是两公司合并重组，三是
氧化铝三期投产工作，四是推进电解二期工程项
目筹备。

今天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为了布置、分解
中铝公司给我们的生产经营指标。从 2002年起，
类似的会议公司是以计划工作会议的主题召开
的。但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公司的计划职能在
弱化，执行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分公司与独立的
企业相比，在管理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应该做
出一些调整。分公司并不能根据市场情况、供求
关系、原材料的保障、动力介质的供应情况来确
定我们的生产经营计划。现在分公司的职能主要
是执行总部的计划，执行的作用在逐步增强。所
以，我们将会议的名称改为布置大会。这表明，分
公司的管理方式要在新的定位上做出调整，今后
与生产经营管理没有太多关系的所谓管理要逐
渐淡出。

今天的会议和落实标准量化工作有很大的
关系。以前生产任务进行分解落实时，分公司与
各二级分厂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公司与分厂
有不同的看法，常常需要用行政的手段来落实。
从去年开始分公司调整了思路，听取二级单位、
部室的意见和建议，今年分公司还是按这个思路
来实施。据我了解今年的任务布置、分解相对顺
利，说明我们抓“算得准、管得住”，对管理干部思
想的改变是有好处的。今年的工作任务往下分解
时和往年有所不同，分公司没有留余地，全部下
放分解，给各级干部自己去管理，去落实。我们作
为党的干部、行政的干部需要向职业经理人转
型。分公司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公司的新定位出
发，来考虑生产经营中的问题，考虑管理方式的
变化。各单位和部门的领导要突出地把经济责任
承担起来。

2007 年分公司完成氧化铝产量 96.5 万吨，
电解铝 15.1万吨，实现利润 15亿多元，大家应该
感到骄傲。尽管 2007年我们面临比较严峻的市
场形势，主要产品价格下降，而原材料涨价，利润
略有下降。但总体来说利润是可观的，成绩是可
喜的。2007年，分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改
革、推进科技进步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比如，公司的工业废水零排放，我们提前实现了
目标，热电厂 1号到 3号锅炉的脱硫系统顺利通
过验收，矿山采空区复垦示范区的工作取得新进
展等，都是我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公司在电解铝厂实施“铝电解三度寻优控制技
术”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对中国铝工业实现节能
减排目标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科技进步方面
取得的成果。

具有前瞻性的工作，代表企业的发展方向、
科技进步的方向、企业改革的方向等问题，都是
我们的干部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企业改革方面，我们结合分公司管理的具
体情况，积极推行标准量化管理，实施劳动组织
的变革，推行“扁平化”管理等。这些都取得了可
喜的进展，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些举措代表着
企业管理改革发展的方向。管理“扁平化”，就是
要压缩管理的中间层，使企业管理从“橄榄型”向
“哑铃型”转变，强化生产一线和决策层。这是企
业劳动组织变革的发展方向。2007年，公司还积
极推动大班组建设，并已基本完成。这些都说明
公司在企业管理、劳动组织变革等方面取得了新
成绩。而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公司很好地把握
了“度”的问题，保持了生产经营的稳定。讲究、关
注稳定的成本，和谐的成本，反对用稳定、和谐的
口号来掩饰“大锅饭”的惯性思维，做到了生产和
改革的稳定协调发展，实现了以改革促发展，以
发展促稳定目标。2007年，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七大精神，组织深入、广泛的学习活动，践行
科学发展观，认真地履行了企业的政治责任、社
会责任和经营责任。

2007年公司的各项工作为什么做得好？大家
要总结、分析是什么原因。

我想首先是因为：有中铝党组织的正确领
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关心，这
是我们搞好工作的前提条件。

二是我们的工作思路清晰，我们清楚公司存
在的不足，明白产生这些不足的原因。因此，我们
的措施针对性强，力度把握得也比较好。

三是公司的执行力得到加强。公司各单位和
部室及其车间、科室都表现出良好的执行力。特
别是在大班组建设中，我们公司在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里就完成了大班组建设工作。说明我们的干
部执行力很强，能充分理解领导的意图，并很好
地结合了各自单位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有针对性
的措施。许多分厂在大班组建设中，通过竞争来
产生班组长，我认为这个方式很好，发现了很多
人才。这给了我一些启示，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
中采取一些措施，使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执行
力强是做好工作的基础。作为领导干部，除了需
要正确理解领导的意图，还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
情况，了解工作的难点和重点。这方面，2007年，
我们的分厂、部室领导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执行

力。公司在实施工业废水零排放的过程中，在刘
总的亲自领导下，安环部、装备能源部等单位反
应迅速、措施得力，提前实现了工业废水零排放
目标；公司热电厂锅炉脱硫项目，在程总的带领
下，热电厂、装备能源部等单位很好地完成了工
作，项目顺利通过验收。执行力是否强，不仅仅是
理解的问题，工作作风的问题、态度的问题，同时
还是能力的问题。需要有较高的能力才能确保执
行力的提高。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的管理干部
认真思考。

下面我讲 2008年的工作。2008年公司的生
产经营任务已经分解下去，这些任务都是钢性
的，务必完成。各二级单位和部室的领导要有一
个清醒的认识，即任何时候都要保住饭碗，也就
是生存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抓好现有生产就是保
饭碗。这个道理很浅显，同时也是很深刻的。没有
了饭碗，人就没有了尊严。企业也是这样，企业垮
掉了，我们企业的职工自然也就没有尊严了。生
活都过不下去，还谈什么尊严？工资发不出，领导
到处找上级找钱，这时候人就没有尊严了。所以，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努力完成我们生产经营任务，
首先保住我们企业的饭碗、职工的饭碗。不要做
砸锅卖铁的事情，不要做吃子孙饭的事情。要努
力保证我们公司这几千人长期的、可靠的生存。
这是我们领导干部在认识上首先要清楚的第一
条。

其次是形势问题，市场的、成本的问题。这个
问题我已在之前召开的贯彻中铝工作会上说了，
这个讲话已整理并挂在 OA网上，大家有时间可
以上去看看，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下面我说原材料涨价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
响。原材料涨价对公司生产成本的影响高达 2.39
亿元，仅电、煤等的影响就达 1.5亿以上。形势非
常严峻，大家都要正视这个困难，要想办法采取
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为了克服这个困难，
我们要采取如下措施：一是严格按照生产经营指
标控制成本；二是尽可能地超产、多产，增加产
量。要抓好氧化铝三期工程的投产工作，争取两
条线都提前一个月投产，那公司生产经营的全盘
棋就都活了。这是克服涨价问题最有效的措施，
希望项目部、氧化铝厂、矿山部、热电厂等相关单
位要在这个事情上抓紧抓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把工作往前赶。三是向科技进步要效益，降低
成本。电解铝的三度寻优技术应用工作去年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目前正在全国推广。我们公司作
为试点单位更应抓好这个事。氧化铝、电解铝、碳
素等生产都要注意新技术的应用，优化技术指
标，做好科研工作，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努力降低

成本。四是加强管理，减少事故，减少损失。努力
推行标准量化，把人的行为和物的状态限制在合
理的范围内，采取合理的生产方式，把设备调整
到一个优良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效益非常高的状
态，并经过加强管理来稳定这种好的状态，以提
高运行效率。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
来降低成本。总之，就是要通过提产、科技进步、
加强管理等措施来提高效益，降低成本，克服材
料涨价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这其中提产、多
产是核心的措施，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

2008年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安全工
作。2008年我们开的第一个会，我们公司的第一
号文件都是安全工作。就安全工作我讲两点：一
是公司目前的安全工作所属的阶段，客观上还须
用铁的纪律，铁的手腕来严格管理。需要严格执
行安全规章制度，严惩违章行为。最近，我们公司
做出了一项决定，就是发生安全事故的单位领
导、事故责任人不能发开门红奖金。二是要进一
步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让我们的职工知道如何
珍惜自己的生命，让他们知道自己生命不仅属于
自己，还属于自己的家庭，属于自己的兄弟姐妹。
通过类似的情感教育，唤醒广大职工安全自主管
理的意识。一个人出了安全故事，对企业的影响
不是太大，但对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要和职工
讲明白这些道理，要以情动人，唤醒职工珍惜生
命，珍惜健康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和提高是
公司安全管理走向自主管理的非常重要的环节。

最后讲企业文化建设的问题。企业文化建设
中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
题。我们的职工在企业工作，每个人都是一个社
会人，个人除了在企业通过劳动来创造财富、取
得劳动报酬之外，还需要与人交往。我们希望职
工在企业中能心情愉快。那么，心情愉快的基础
是什么？我想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是口袋里有
钱，第三是和领导、同事之间的关系和谐，心气顺
畅。我们企业文化工作的方向就是努力让我们的
职工心气顺畅。接近年关了，我要求各单位的领
导在利益分配上要高度关注，要努力做到公正、
公平、公开。要让职工感受到党组织和企业的关
心和关爱。严管是大工业生产的要求，严管是应
该的。但绝不能随意克扣职工应得的利益。企业
文化建设与和谐问题是党、政、工、团必须共同努
力完成的大事，要着重抓好利益分配公平、公正
的问题。各级领导，特别是一线的领导要高度重
视这个问题，做好和谐工作，让职工心气顺畅，努
力构建企业的和谐氛围，为公司全面完成 2008
年的生产经营任务打下良好的基础。
（企业文化部根据录音整理）

在公司 2008年生产经营布置大会上的讲话
中铝广西分公司总经理 瞿向东

一、中铝公司党组选择广西企业进行合并重组试点是
对两企业分设以来工作的充分肯定

近期，肖亚庆总经理和吕友清副总经理先后到广西企业视察
工作，两位领导都表示，中铝党组选择广西企业进行合并重组试
点，是因为两企业近年的工作成绩突出。广西分公司的产量利润连
年增加，企业不断发展壮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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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力得到了快速提升。平
果铝业公司经过艰苦努力，不断改革创新，奋发图强，也取得了很
好的成绩，连续四年实现了盈利，企业的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中铝
公司党组认为，在平果两企业进行合并重组，一是经济上可行，二
是条件上具备，三是时机上合适。正是由于两企业目前的生产经营
和发展情况都很好，才为重组创造了条件，才被中铝公司党组确定
为合并重组的试点单位。

二、合并重组工作的重要意义

对两企业进行合并重组，可以减少两公司之间因关联交易造
成的双重税收和机构重叠的重复开支，使广西分公司更符合上市
公司的管理运作规则；可以减少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企业的
利润和盈利能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可以更好地发挥两企业的整
体功能，有利于形成合力，加快企业的发展；可以实现对两企业的
统一管理，有利于两企业的协调发展、和谐稳定。

三、现在进行两企业合并重组是恰逢其时机会难得

合并重组工作中最大的难点是人员的安排问题，而目前广西
分公司正在进行氧化铝三期工程建设，三期工程投产增加的岗位，
正好可以用来安排合并重组后因机构减少、业务变动而失去原有
岗位的人员，从而实现让每一个职工都有岗位的承诺。因此，现在
进行两企业合并重组是恰逢其时、机会难得。

四、合并重组的指导思想

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企
业改革，努力消除体制性障碍，保证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五、合并重组的总体要求

（一）不走老路，要体现改革创新的精神。重组后分公司不搞小

而全，对社会职能及相关人员的处理要有新思路。
（二）分公司管理机构的设置，要科学、精简、高效。
（三）要有利于重组后企业的发展；要有利于企业保持旺盛的

生命力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要有利于人员的长期稳定和企业的
安定。

六、合并重组的基本原则

（一）一视同仁的原则。对两公司的所有干部职工一视同仁，本
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量才录用的精神，合理安排岗位。
（二）保持稳定的原则。在合并重组工作中，要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和职工队伍稳定。
（三）服从大局的原则。既要考虑两企业的实际情况和职工的

承受能力，又要服从企业合并重组的大局，每个人都要做改革发展
的促进派。
（四）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决遵守中铝公司的有关规定，

认真贯彻中铝公司党组关于合并重组工作的指导性意见，严格按
程序办事，加强监督，确保合并重组的公平、公正、公开。

七、合并重组工作的总体思路

（一）先合并重组机构和人员，后处置资产。
（二）机构和人员同步拆分重组。
（三）集思广益，稳步推进。

八、合并重组的总体架构

（一）平果铝业公司现有资产中凡是与分公司生产经营有紧密
关联的资产全部并入广西分公司。
（二）平果铝业公司现有资产中凡是生产性的资产全部并入广

西分公司。
（三）平果铝业公司的员工安排遵循人随资产走的原则；遵循

尽可能向三期生产岗位安置的原则；遵循尽可能在合并重组时一
次安排到位的原则。
（四）合并重组后，平果铝业公司的牌子仍保留，管理现平果铝

业公司不能并入广西分公司的资产，合并重组后的平果铝业公司
由总部委托广西分公司作为广西分公司的所属二级单位进行管

理，从而实现管理统一、待遇统一。

九、合并重组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一）健全合并重组组织机构。总部已成立了由中国铝业公司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吕友清为组长的合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瞿向东为办公室主任，黄振彬、刘永刚为副主任；
根据工作的需要，在合并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又成立了人员与
机构、资产、综合三个工作组，分别由肖克成、徐国庆、郭敏任组长。
（二）精心制定合并重组实施方案。两企业将在协调委员会的

领导下，在合并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持下，对合并重组涉及到
的所有单位、部门和人员，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在集思广益的基
础上，按照中铝公司党组关于合并重组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制定切
实可行的合并重组实施方案，报中铝公司合并重组领导小组，经领
导小组审定后组织实施。
（三）合并重组工作步骤
第一步：研究制定合并重组实施方案并报总部审批。
第二步：制定实施细则，同时进行宣传动员，准备实施。
第三步：从 2008年 2月 25日开始，正式实施合并重组，以保

证三期工程投产的需要。

十、合并重组工作的纪律与要求

（一）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
充分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讲
政治、讲党性、讲大局、讲纪律，做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
局部服从全局，认真按中铝公司党组指导性意见做好合并重组工
作。
（二）要坚持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在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时，要

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拿出上级满意、
职工认可、便于操作、切实可行的方案。
（三）要严格执行政策。对两公司的干部职工一个标准、一视同

仁，做到政策面前人人平等。
（四）要确保两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正常稳定有序进行。在合

并重组期间，各单位要精心组织生产，确保两企业的生产连续稳定
进行，确保对外的经营活动照常进行，确保建设发展不受影响，确
保安全生产，保证各项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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