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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果铝的工作经历是我宝贵的财富
—在中铝广西企业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
平果铝业公司经理

黄振彬

同志们：
由于中铝公司党组的决定，我将另行安排工作，在这里
我表示服从党组的决定。
同志们，
我在平果铝工作已有 17 个年头。这 17 年里，
公司广大干部职工对我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使我深深
感动，深受鼓舞。广西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与广大干部
职工在工作中、在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你们的身
上，
我也学到了优秀的品质、崇高的精神、踏实的工作作风，
这将使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我将
把在平果铝的这些工作经历作为我宝贵的财富，我将发扬
成绩，克服不足，
在新的岗位上争取做出新的工作成绩。
无论今后我在什么地方工作，我都将惦记着平果铝的
广大干部职工，并时刻关注着平果铝每一步的发展和进步。
平果铝的每一个进步和发展，
都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在
此，我再次对各位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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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两公司合并重组中，企
业名称特别是党委的名称有了较
大改变，平果铝业公司党委变更为
中铝广西分公司党委，虽然党委的
名称变了，但我个人的职责没有
变，
我在这里作个表态。
第一、服从中铝党组的决定，
在班子中加强合作，增进团结，做
出表率，
做好工作。
第二，党委书记是党建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我将继续做好企业党
的建设工作。十七大把党建提到了
很高的位置，公司将来党建工作的
开展还是要按照建立大党委以来
形成的“1126641”党建体系开展工
作，狠抓落实，进一步进行完善。在这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是一个特
殊的经济组织，它除了承担经济责任以
外，还要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承担
企业干部员工队伍稳定和与周边和谐共
处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党的建
设工作，
这是国有企业的特征之一。我们
要继续抓好党建工作，把党建工作融入
生产经营，带好队伍，构建和谐，促进发
展，按照“六个围绕”形成的模式抓好党
建工作，争取使公司的党建工作成为全
国的一面旗帜。
第三，
我将廉洁自律，
严格遵守公司、
国资委、
中纪委、
中铝党组的相关规定，
我
也要求大家严格遵守规定，做廉洁自律的
表率。十七大报告中对廉洁自律方面提了

很高兴有机会到中铝广西企业参加今天的会
议。首先，
我代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代表自治区
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际瓦同志，对中国铝业公
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张程忠和人力资源部副总
经理贺斌聪一行到广西指导工作表示热烈的欢
迎，对瞿向东、刘永刚等新班子成员的任职和黄振
彬、程运材到新的岗位工作表示热烈的祝贺。
刚才，贺斌聪副总经理宣读了中国铝业公司
党组对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领导班子调整的决
定，黄振彬经理和刘永刚书记、
瞿向东总经理分别
作了发言。中铝广西分公司领导班子人选的调整，
中铝公司事先征求了自治区党委的意见，自治区
党委对这个安排是赞成和支持的。这个决定，
体现
了中国铝业公司党组对平果铝业公司和中铝广西
分公司的重视和关怀，也是加强中铝广西分公司
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希望大家深刻领会中国铝
业公司党组所作的中铝广西企业两公司合并重组
和中铝广西分公司新领导班子人事安排的决定，
讲政治，识大体，顾大局，拥护中国铝业公司党组
的决定，
支持新的领导班子开展工作，齐心协力把

很多，
胡锦涛同志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第二
次纪委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要求，贺国强
同志专门针对国有企业提出了七个“不
准”
。今年，
中铝公司在反腐倡廉方面下发
了 10 个文件，
我们要认真落实。做得好不
好，我们要用结果来检验。我希望广大党
员干部真正成为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
的好领导。
第四，企业合并重组将进入实质性
的工作阶段。合并重组涉及到干部、员工
的岗位变换和利益调整。每次改革总是
不能让全部人都满意的，这是避免不了
的。我们在座的各位干部，特别是平果铝
业公司的干部要做好工作，身先士卒，时
刻掌握信息，把矛盾、问题消除在萌芽状
态，
促进合并重组工作平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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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企业合并重组
力保三期工程按期投产
—在中铝广西企业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
广西分公司总经理

瞿向东

的。今天，两公司合二为一也是正确
的，这个正确性目前只是从方向上、
趋势上作出的判断，需要我们公司
全体干部员工付出艰辛的劳动，把
重组合并工作做好，用实践的成果
来证明党组决策的正确。
合并重组工作启动以来将近一年的
时间里，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
工作。两公司在三期工程投产急需
人力的情况下，在两个公司班子并
未调整的情况下，
两公司协商一致，
转移了将近 80 名存续企业的同志
安置到生产一线，因此说重组合并
工作应该实质上已经开始了。
三、公司当前的形势非常严峻，
同志们：
任务非常繁重，希望我们各级干部加强责
我首先表个态，坚决服从中铝公司党 任意识，增强大局意识，做好当前的工作。
组的决定，加强班子的团结，依靠全体员 一季度，广西分公司氧化铝增产 2.6%，电
工继续做好发展壮大广西分公司生产经 解铝增产 10.3%，但是利润同期下降了
营和改革发展的工作，不辜负党组的希 9000 万元。大宗原材料的大幅涨价，铝价
望。
稳中有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一、此次领导班子的调整意义重大。
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面临的任
领导班子的调整，解决了我们从去年 5 月 务很多，最重要的工作是氧化铝三期的投
开始动员的两个公司合并重组最核心的 产和企业合并重组的推进。三期工程的投
问题，意味着广西企业两公司由两个利益 产是广西分公司今年走出困境的惟一出
主体和责任主体变成了一个利益主体和 路，全公司上下都要尽最大的力量把这项
责任主体，利益和责任的统一将极大地推 工作做好。昨天晚上热电厂 8# 锅炉点火
动企业重组合并工作的顺利进行。
成功，今明两天氧化铝焙烧 3# 炉计划点
二、中铝公司和广西企业的发展证明
火，目前工作进展顺利，我们要保证 5 月
了 2002 年企业一分为二的改革是正确
22 日投料的目标。重组合并工作牵扯到利
的，今后我们要用实践的成果来证明中铝
益的调整，特别是涉及干部工作变动，涉
党组合并重组决策的正确。主辅分离、境
及机构变动、人员变动的单位，会发生利
外上市使股份公司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
益调整。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干部能够认
个决策的正确性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当今
清形势，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恪尽职
的中铝公司已经在世界上举足轻重，而且
守，在重组合并期间坚守岗位，严格履行
现在正在进行国际化多金属矿业集团的
职责，保证人心稳定和资产安全。企业重
转型。经过 6 年的发展，中铝公司得到了
组合并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干部
快速的发展，广西分公司得到了长足的发
的表现决定重组合并后干部的安排，希望
展，平果铝业公司扭亏为盈也得到了长足
大家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使重组合并能够
的发展。应该说，我们在 2002 年一分为二
顺利地推进。
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这项改革是正确

中铝广西企业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中铝广西企业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
广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中铝广西分公司的各项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平果铝业公司和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是国有
重要骨干企业。几年来，两公司领导班子，
在中国
铝业公司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
基本路线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认真落实科学发展
观，以服务广西经济、做大做强企业为己任，团结
带领干部职工，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2007 年，平果铝业公司生产经
营多项指标创历史新记录。主要产品产量超额完
成计划任务，企业
效益保持平稳增
长；企业基础管理
持续加强，进一步
创新了管理方式
方法；项目研发有
了新的进展；党群
工作开创了新的
局面。中铝广西分
公司围绕总公司
下达的各项绩效
考核指标，加强内
部管理、合理组织
生产经营，采取措
施节能降耗、降本
增效，生产经营取
得了长足发展。产
品产量创历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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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保持优良、能耗继续降低，财务指标完成
良好。两个公司健康快速的发展，不仅为中国铝
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促进广
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
此，我们借此机会，向两个公司的同志们表示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关
怀下，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刚
过去的 2007 年，我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
绩令人瞩目。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大幅
提升，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现代农业加
速发展，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开放合作开创新局
面，
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
生活显著改善，
和谐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这
些成绩的取得，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与中央驻桂单位的大力
支持和大家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
当前，
广西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国务
院正式批准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为广
西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年初，我们胜利召
开了自治区人大、政协
“两会”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提出了今后五年新的
奋斗目标。春节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又亲临广西指
导抗击低温冰冻灾害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
话，
为广西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
了要求。要完成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今后五年
广西新的奋斗目标，将中央领导对广西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指示精神真正落到实处，需要全区上下
的共同努力，需要中直驻桂各单位的大力支持。希

望中铝广西分公司的全体同志在中国铝业公司党
组的正确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团结一致，奋发有为，为中国铝业更好更快发
展，同时也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做出更大
的贡献!
今后，我们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一如既往地
协助中国铝业公司党组开展工作，尽职尽贵，做好
服务和协调工作。大家有什么要求和建议，也请多
与我们沟通联系，以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能更好
地为大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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