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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王欣欣冤12
月 3 日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召开了专题会议袁传
达贯彻中铝公司总经理肖亚庆在我企业调研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遥 两公司领导王熙慧尧曾庆猛尧王立
建尧孟若志尧崔平尧吕子剑尧江新民尧刘保正尧纪行尧
霍本龙及两公司主要中层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遥
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尧 长城铝经理曾庆猛
分别向与会人员传达了肖亚庆总经理在中铝河
南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及职 渊员冤 工代表座谈会
上的讲话精神以及肖亚庆总经理尧 陈基华副总
裁在中铝部分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遥
会上袁王熙慧作重要讲话遥 他要求各单位要
认真学习领会肖总的重要讲话精神袁深入开展挖
潜增效尧降本增利工作袁保证职渊员冤工队伍的稳
定袁确保全面完成总部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遥

肖亚庆在基层调研时要求要要
要

全体动员 打破常规 坚决打赢控亏增盈攻坚战
本报讯 渊记者 马三朝 赵 敏 实习生 刘 丹冤在当前
严峻的形势下袁企业职渊员冤工的思想状况如何钥 基层单位的生
产经营情况如何钥 各成员单位应对企业严冬的措施如何?带着
这些问题袁中铝公司党组书记尧总经理肖亚庆从 11 月 30 日下
午至 12 月 2 日袁 在我企业召开了中铝部分企业工作调研会袁
就当前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遥
在两天半的时间里袁肖亚庆首先深入我企业生产一线袁走
访慰问了基层职渊员冤工袁聆听了中铝河南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的工作汇报袁听取了职渊员冤工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袁随后分批召
开座谈会袁深入了解了中铝部分企业 1 至 10 月份的生产经营
情况尧四季度生产经营预测以及明年的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遥
在调研中袁肖亚庆要求大家要坚定信心袁迎难而上袁采取
措施袁狠抓落实遥 他还强调要求各成员企业全体动员袁打破常
规袁坚决打赢这场控亏增盈攻坚战遥
中国铝业执行董事尧副总裁尧财务总监陈基华袁中国铝业
副总裁丁海燕袁以及总部办公厅尧生产部尧营销部尧财务部尧供
应部等主要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遥

11 月 30 日下午袁肖亚庆在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的陪
同下袁来到了电解厂尧氧化铝一厂尧氧化铝二厂尧建设公司金结
公司尧 水电厂鹏飞变电站尧150 万吨选矿厂实地察看了基层一
线实行弹性生产方案后的生产组织和运行情况以及在建项目
的建设情况遥 每到一处袁肖亚庆都亲切慰问了基层一线职渊员冤
工袁和他们谈形势袁聊思想袁交流认识和看法遥 当他看到井然有
序的生产车间尧忙碌的施工现场和精神饱满的职(员)工时袁他
开心地笑了遥 他鼓励大家院在党中央尧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袁相
信我们一定能够渡过这次难关遥 大家要坚定信心袁做好各项准
备袁做到来之能战袁战之能胜袁坚决打赢这场控亏增盈攻坚战遥
12 月 1 日袁 肖亚庆和中铝矿业有限公司的中层以上管理
人员进行了座谈袁听取了他们 1 至 10 月份的矿石供应尧矿山
建设尧矿石资源获取尧矿石生产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情
况介绍遥 肖亚庆说袁 矿石资源是关系我们企业生死存亡的关
键遥 他要求矿业有限公司全体干部员工院一是要保持清醒的认
识袁要充分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遥 二是要振作精神袁坚定信心袁
发扬野亮剑冶精神袁敢打必胜遥 三是要在降成本上下大工夫遥 要

落实严尧细尧实袁新尧恒尧齐的要求袁向一个百分点要效益袁从一
滴水尧一度电做起袁向每个环节要效益袁来降低矿石的成本遥 四
是要考虑好长远发展袁 抓好员工队伍建设袁 做好思想政治工
作遥
12 月 1 日下午袁肖亚庆聆听了来自中铝郑州企业尧中铝中
州企业尧焦作万方等中层管理人员的工作汇报袁了解了他们的
想法,并听取了职渊员冤工代表的意见和建议遥 当他听到大家都在
为企业渡过难关出主意尧想办法时袁他非常高兴遥 他鼓励与会人
员要保持清醒头脑袁充分认识到当前面临的困难袁要坚定战胜
困难的信心和决心袁要加倍努力袁做好自己的各项工作遥
12 月 2 日袁 肖亚庆听取了中铝部分企业领导人的工作汇
报遥 中铝郑州企业尧中铝中州企业尧中铝山东企业尧中铝山西企
业尧郑州研究院尧焦作万方等企业领导人分别汇报了本企业 1
至 10 月份的生产经营情况尧四季度生产经营预测以及明年的
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遥
听到各成员企业采取的应对当前困难措施和今后发展的
思路时袁 肖亚庆很欣慰遥 他说袁 我们中铝公司有这么好的一

淤

于

落实肖总讲话精神 坚决打赢降本增利保卫战
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会主任尧河南分公司总经理
编者按 12 月 3 日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召
开了专题会议袁传达贯彻中铝公司党组书记尧总经
理肖亚庆在我企业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遥 会
上袁中铝郑州企业协调委员会主任尧河南分公司
总经理王熙慧作了重要讲话遥
现将王总的讲话摘要刊登出来袁 望各级管
理者和广大职 渊员冤 工认真学习袁 深入贯彻落
实遥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袁 中铝公司党组书记尧总
经理肖亚庆带领中国铝业副总裁陈基华尧 丁海燕袁以
及总部办公厅尧生产部尧营销部尧财务部尧供应部等主
要部门负责人深入中铝郑州企业进行了调研遥
调研中袁肖亚庆总经理先后作了重要讲话袁对中
铝公司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了高屋建瓴的分析袁对
下一步做好降本增利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遥
陈基华副总裁也作了重要讲话遥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落实肖亚庆总经理尧陈基华
副总裁的重要讲话精神袁我强调几个方面遥
一尧认真学习领会肖亚庆总经理和陈基华副总裁
的重要讲话精神袁进一步统一思想袁提高认识袁坚决打
赢降本增利攻坚战遥
要进一步全面学习贯彻肖亚庆总经理和陈基华
副总裁的重要讲话精神袁动员中铝郑州企业各级管理
者和广大职渊员冤工袁迅速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肖总的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袁统一到中铝公司大局上来袁统一
到挖潜增效尧降本增利中心任务上来袁统一到维护中
铝公司大局袁维护中铝郑州企业大局袁维护职渊员冤工尧
内退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根本利益上来遥
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报纸尧电视尧大屏幕等媒体
作用袁各单位要通过专题会尧班前会尧橱窗尧板报等形
式袁深入广泛地宣传贯彻肖总重要讲话精神袁落实总
部和中铝郑州企业各项工作部署遥
要充分挖掘各单位在降本增利攻坚战中的好做

法尧好经验尧好典型袁开辟专栏袁广泛宣传袁认真推广袁
进一步掀起降本增利的新高潮遥
要充分发挥部室服务队的作用袁 发挥红军长征时
期的宣传队作用袁释疑解惑袁鼓劲加油袁鼓舞斗志袁进一
步凝聚中铝郑州企业三万余名职 渊员冤 工的智慧和力
量袁确保实现和完成总部下达的各项年度目标任务遥
二尧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和持久性袁做好
打持久战的准备袁凝心聚力袁坚定信心袁共渡难关遥
进入今年第三季度以来袁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急剧
恶化袁金融危机越演越烈袁并加速向实体经济蔓延遥 我
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袁特别是钢铁行业尧铝行业尧房
地产行业受到较大冲击遥
全球经济衰退导致需求急剧下降袁 国际油价连续
下挫袁纽约市场油价已跌破每桶 50 美元袁石油最高价
格曾达到每桶 160 美元袁 现在已经降到每桶 47 美元袁
目前跌幅超过 2/3袁创下 3 年半来新低遥 美国失业率飙
升至 14 年最高点遥 与铝消费密切相关的汽车尧房地产
等行业陷入困境遥 国际铝价持续下滑袁 前段时间跌破
13000 元/吨袁影响相当大遥 近几天价格连续下滑袁昨天
价格达到 12000 元/吨袁今天早上为 11900 元/吨袁变化
非常迅速遥
虽然国内氧化铝企业纷纷减产袁但在巨大的市场
压力下袁市场需求依然不旺袁产品价格还在持续走低遥
电解铝价格由年初的每吨 20000 多元持续下滑袁上周
五收盘不到 13000 元/吨袁现货最低价甚至跌到 11900
元/吨曰 氧化铝价格从年初的 4600 元/吨持续下跌袁目
前个别企业现货价达 1900 元/吨遥
国内氧化铝企业的竞争就是实力的竞争和成本
的竞争遥 市场竞争没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分袁谁
的成本最优袁谁就有生存的主动权袁反之则必然会被
市场淘汰遥 与民营企业相比袁我们的成本还有一定差
距遥
河南的一个民营氧化铝企业袁其氧化铝年产量为
190 万吨袁同我们相差不大袁可员工只有 1300 人遥 而我
们公司有 11000 余人袁基本上是民营企业的 10 倍遥 民
营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又比我们低得多遥 加之我们是

支干部职 渊员冤 工队伍袁 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攻坚
战遥 汇报会上袁 他还强调指出袁 当前我们要在党中央尧 国务
院的正确领导下袁 一要认真分析形势袁 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遥
要认识到当前困难的严峻性和这次经济危机持续时间的长久
性袁 要从节能降本上袁 从人员上袁 从技术层面上做好充分的
准备工作袁 做到要战必胜遥 二是要坚定信心袁 迎难而上遥 三
是要精细算账袁 狠抓成本遥 四是要全体动员袁 打破常规袁 狠
抓落实遥 党政工团要齐抓共干袁 打破常规袁 创新思路袁 在狠
抓落实中把各项工作做好遥 五是要加大结构调整和科技兴企
力度遥 六是要积极主动地争取各方面的支持遥 七是要做好安
全稳定工作遥
他还号召大家要坚定信心袁保持高昂的斗志袁以饱满的热
情袁迎接这次挑战遥 他相信在渡过这次难关后袁中铝公司必将
迎来新的大的发展遥
又讯 渊通讯员 汤嵩杰冤12 月 1 日晚袁利用工作之余袁中铝
公司财务部副主任张占魁到长城铝调研袁与长城铝机关部室尧
二级单位和控股公司负责人以及财务人员亲切座谈遥 长城铝
经理曾庆猛尧党委书记王立建尧副总会计
师丁一参加了座谈会遥
张占魁对长城铝的发展提出了三点
建议院 一是要从危急中找到优先方案袁严
格测算袁积极稳妥尧分期分批地推进企业
改革工作曰 二是要在眼光向内的同时袁更
要眼光向外袁立足自身袁量力而行袁加快发
展曰三是发挥优势袁积极贯彻中铝公司管
理要求袁加快财务集中管理工作袁使长城
铝形成统一的利润中心遥 同时袁他就长城
铝下阶段工作提出了 6 点具体要求院一是
要千方百计加快应收账款回收曰二是要加
强经营风险控制曰三是控股公司要确保投
资分红曰四是加大四级以下公司的清理力
度曰五是要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袁促进同类
产业的重组曰六是各单位财务人员要提高
自身素质袁要多动脑筋袁学会分析袁为企业
多出主意尧想办法遥
淤肖亚庆在氧化铝二厂主控室和员
工亲切交谈遥
于肖亚庆在建设公司金结公司现场
调研遥
许 拓 赵 敏
摄影

王熙慧

老企业袁设备老化袁大修费用还要高出一部分遥 所以袁
在与民营企业的成本竞争中袁 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
距遥 现在国内氧化铝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
状态袁 一些民营企业甚至提出要千方百计抢占市场袁
把国有企业挤出氧化铝行业遥
面对这样的情况袁我们必须把完全成本最大限度
地降低到同民营企业同一水平线上袁否则袁只有死路
一条遥 陈基华副总裁在调研时强调了两个方面院一是
要打破固定成本的概念袁 每一种费用都是弹性的袁都
是可以压缩的曰 二是 2009 年氧化铝完全成本必须控
制在市场无税销售价格以内袁这是中铝公司氧化铝成
本的生死线遥 如果在生死线以下袁企业还可以生产遥 如
果哪个企业超过生死线袁就减哪个企业的现金流遥 没
有现金流袁企业怎么生存钥
大家可以想一下院如果我们的企业停产了袁广大
职渊员冤工没有了饭碗袁我们的内退职工尧离退休人员
及子孙后代怎么办钥 中铝郑州企业三万余名职渊员冤工
今后怎么办钥 市场不相信眼泪遥 我们只有一条路袁就是
要努力降低成本袁力争实现赢利袁只有这样袁我们才有
生存的主动权遥 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院要么生
存袁要么死亡遥 要下更大的决心袁拿出壮士断臂的勇
气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遥 降低成本不是上级的要求袁而
是市场残酷竞争的需要袁是企业生存的需要袁是维护
广大职渊员冤工尧内退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根本利益的需
要遥 我们打响的不仅是降本增利的攻坚战袁更是我们
生死存亡的保卫战遥 我们必须有壮士断臂的勇气和决
心袁下大力气降低成本遥
狭路相逢勇者胜袁勇者相逢智者胜袁关键时刻就
要有野亮剑冶的决心和勇气袁不仅要比耐力袁比勇气袁更
要比毅力袁比智慧遥 面对危机袁要坚定信心袁信心比黄
金还重要遥 要迅速行动袁迅速反应袁采取各种措施袁咬
紧牙关袁齐心协力袁打赢生死存亡的保卫战遥
三尧坚定信心袁振奋精神袁狠抓落实袁确保实现和
全面完成总部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遥
要进一步落实肖总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把严峻的
形势给大家讲清楚袁请大家思考一下院 渊下转第二版冤

中铝公司党组书记尧总经理肖亚庆袁于 11 月 30 日下午
至 12 月 2 日在我企业召开了中铝部分企业工作调研会袁就
当前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遥
在两天半的时间里袁 肖亚庆总经理深入我企业电解厂尧
氧化铝一厂尧氧化铝二厂尧建设公司金结公司尧水电厂鹏飞变
电站尧150 万吨选矿厂实地察看生产情况袁倾听基层职渊员冤工
的心声袁听取中铝部分企业高层和部分中层管理人员的工作
汇报袁随后又分批召开座谈会袁全面了解中铝部分企业的生
产经营情况以及明年的工作思路措施遥 肖总在极短的时间里
走现场袁听汇报袁作指示袁忙个不停遥
每到一处袁肖总都要给职渊员冤工谈形势袁鼓干劲袁坚定大
家打赢控亏增盈攻坚战的信心遥 每开一次座谈会袁他都叮嘱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当前困难的严峻性和持久性袁 要坚定信
心袁要精细算账袁要打破常规抓落实袁要保持高昂的斗志迎接
挑战遥
肖总亲自深入一线调研袁是鼓舞人心的遥 肖总的讲话是
饱含深情的袁对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具有非常重
要的指导意义袁是我们今后工作和行动的纲领性文件袁我们
必须认真抓贯彻袁深入抓落实遥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肖总的讲话精神袁中铝郑州企业两
公司于 12 月 1 日和 3 日分别召开了专题会议迅速进行传
达袁王熙慧总经理还就肖总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提出了具体
明确的要求遥 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按照公司的部署贯彻落实
肖总的讲话精神遥
认真抓贯彻袁 就是要认真学习领会肖总的讲话精神袁用
肖总的讲话精神统一我们的思想袁提高我们的认识袁维护企
业大局的稳定遥
认真抓贯彻袁就是要采取会议尧报纸尧电视尧大屏幕尧橱窗
等各种有效的宣传手段袁原原本本袁完完全全袁把肖总的讲话
精神传达给广大职渊员冤工遥 让广大职渊员冤工了解形势之严
峻袁要求之紧迫遥
深入抓落实袁就是要深刻领会肖总的讲话精神袁不能只停
留在以会议传达会议袁以文件传达文件上遥 我们要深入开展讨
论袁让讲话精神入脑入心袁指挥我们的行动袁指导我们的工作遥
深入抓落实袁就是要让我们下一步的降本增利尧挖潜增
效工作取得扎扎实实的效果遥 肖总的讲话要求是很具体的袁
目标也是很明确的袁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肖总的讲话精神去努
力开展工作遥 工作能取得实效才是真正的落实遥
我们企业当前的形势是严峻的袁任务是艰巨的袁肖总的
指示是非常及时的遥 我们要以肖总的这次调研活动为契机袁
以其讲话精神为指导袁坚定信心袁振奋精神袁强力凝聚中铝郑
州企业三万余名职渊员冤工的智慧和力量袁进一步掀起降本增
利新高潮袁确保总部下达的各项任务的完成袁确保我们的企
业顺利渡过难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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