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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烈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97 周 年

 中铝集团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7 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本报讯  6 月 29 日，中铝集团在北京总部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暨“两优一先”

表彰大会。

中铝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葛红林在讲话中代表集团党组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奋战在各岗位的广大党员，向为集团发展作出贡献的离退休

老党员、老干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葛红林向全体党员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

学习“两优一先”，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二是认真总结经验，充分认识党建是

搞好国有企业的法宝。三是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党建的决定

性作用。

葛红林强调，全体党员要人人争当先进，坚守党章，坚定信仰，强化党的意识、党员意

识，时时处处提醒自己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要在觉悟上高于群众、行动上领先于群众，积极主动、奋发有为，以勇于尽职尽责、

敢于较真碰硬的责任担当，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集团党组的决策部署上来。

山西华圣班子成员、副处级以上干部及相关部门人员在分会场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党群工作部麻建功作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在表彰现场领奖。

公司举行“七一”表彰大会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高旭荣）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6 月 27 日，公

司举行“七一”表彰大会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俊仓围绕《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为员工》给党员干部上了一堂

生动的党课。公司领导及二级党组织书记，各单位、部门行政负责人、党群主

协管、2018 年新发展党员、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代表和优秀个人等 60 余人参加。

会议由纪委书记金占平主持。

在讲课中，张俊仓书记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什么，为什么要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和怎样才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三个方面，结合公司实

际进行讲解。着力解决公司党员干部政治上、思想上、能力上存在的不足和困惑，

提高了公司党员领导干部的综合能力，为公司坚持“创新争优、降本增效”总基

调，完成全年任务目标提供坚强保证。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什么？

张书记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的“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的部分视察足迹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为什么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张书记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要求必须“不忘

初心 , 牢记使命”、党内严峻的现实需要我们“不忘初心 , 牢记使”和现实考验

需要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阐述。怎样才

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张书记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要坚持党的“六大精神”，即红船精神、两金

精神（瑞金精神、照金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要坚持做合

格共产党员，要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走好公司生存发展、

转型升级各项工作六个方面对全体党员干部提出具体要求。

张书记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做好三件事。一是外争取。外争取工作除了炭素

四万吨、煅后焦、合金化等项目外，还有“电价的落实”。今年，公司的电价是

山西省最低的电价，但与中国铝业其他单位相比，电价还是比较高，必须持续争

取。二是五分钱工程。“五分钱工程是华圣的救命工程”，公司领导班子和全体

员工要荣辱与共，共同进退，一起努力做好“五分钱工程”。三是“3E”管记。

每人每天干了什么事，取得什么成绩，要有记录和认证。“3E”管记就是原始凭证，

查资料的依据，全体员工要做好每天工作的梳理和记录，做好“3E”管记工作。

最后，张书记送给与会人员四句话 ：“苦练七十二变，战胜八十一难。修行只

在一心，悟道全凭六看”，即练好七十二变，才能战胜八十一难 ；不忘初心，坚定信

念，一心一意抓建设，聚精会神搞经济 ；在安全上实行“616”，工作中落实“616”

日清卡、时清卡。希望全体党员干部以党员的党性、华圣建设的主人翁精神，

按照这四句话，落脚到“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为员工”上，坚决团结在党

中央周围，搞好“五分钱工程”。

会上，财务总监闫国刚宣读了 2018 年新发展党员名单，9 名新党员庄严的

举起右拳向党旗宣誓，与会人员重温入党誓词，公司领导为新党员佩戴党徽。副

总经理、工会主席徐卫东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7-2018 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

纪委书记金占平主持会议时要求，一是要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俊仓讲的党课，深刻把握本次会议的精神实质。促进公司各项工作顺利

开展。二是希望公司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学先进、做先进、比先进、

超先进，为全面完成“五分钱”工作任务做出新的贡献。三是要全员联动，全力

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攻坚克难，贡献力量，做优指标，做强华圣。

公司召开二届一次董事会、2017
年度监事会和 2017 年度股东会

本报讯（通讯员  武世杰 ）6 月 25 日，公司在四楼会议室召开二届一次董事会、2017

年度监事会和 2017 年度股东会。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俊仓主持会议。公司董事张久明、

闫国刚、徐卫东、贾喜文、张晓宇，公司监事赵红梅，职工监事张智勇，董事会秘书姚向红

参加会议，公司在家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上午 9 时，公司召开 2017 年度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山西华圣铝业有限公司监事会工

作报告》议案。随后，公司召开二届一次董事会。副总经理徐卫东代表经理班子汇报了

《山西华圣铝业有限公司经理班子工作报告》和《关于 2018 年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财

务总监闫国刚汇报了《关于 2017 年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关于 2018 年财务预算方案

的议案》、《关于 2017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和《关于 2018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副

总经理贾喜文汇报了《关于 2018 年科研计划的议案》，安全总监马强汇报了《关于 2018

年投资预算的议案》，纪委书记金占平汇报《关于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8

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董事会秘书姚向红汇报《关于贾喜文同志聘职的议案》和

《关于召开山西华圣铝业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会会议的议案》。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审

议，全票通过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十一项议案。

上午 11 时，公司召开 2017 年度股东会。董事会秘书姚向红代表董事长汇报《山西华

圣铝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会议经过讨论审议，全票通过 2017 年度股东会的五项

议案。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俊仓从勇于担当，肩负使命；立足自身，确保红线；做优存量，谋

求发展 ；狠抓安全，确保稳定四方面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全体干部员工牢牢把握机遇，沉着

应对挑战，坚决完成“五分钱降本工程”，为股东创效益，为员工谋福利，为社会做贡献。

会前，公司还召开了前置股东会议，汇报、表决、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的

议案。 

公司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丁格杰）7 月 3 日，公司在四楼会议室召开七月份中心组学习扩大

会议。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俊仓主持会议。公司领导闫国刚、徐卫东、金占平、张恒成、

姚向红、柴向奇及副处级以上管理人员参加。

会上，副总经理徐卫东传达了 7 月 2 日中国铝业环保专题会议主要精神 ；纪委书记金

占平传达了葛红林董事长在中铝集团党组 6 月份中心组学习会上讲话主要精神，领学了

《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董事会秘书姚向红传达了中铝股份关于目前环保工作有关

安排紧急通知 ；党委委员柴向奇传达了中铝集团第二次环保警示教育大会葛红林董事长、

余德辉总经理讲话精神，传达了 7 月 2 日环保舆情管控会议精神；生产运营（下转第 3 版）

公司及二级党组织举办庆“七一”系列活动剪影

受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

受表彰的先进党支部

受表彰的先进党小组

公司领导与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合影

公司财务总监闫国刚在运行维护中心讲党课 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徐卫东在炭素厂讲党课 公司副总经理贾喜文在物资配送中心讲党课

公司安全总监马强在生产运营中心讲党课 生产运营中心直属党支部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机关党总支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 受表彰的党务工作者

七一前夕，公司举行“七一”表彰大会暨主题党日活动，各二级党组织纷纷以上党
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各种形式庆祝建党 97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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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创新  人人争优
1 至 5 月份，公司炭素各项指标持续优化，阳极炭

块综合合格率为 99.56%，天然气单耗为 54.6 立方 / 吨，

同比降低 3 立方 / 吨。                                   刘建刚

近期，电解厂对 7# 天车阳极吊具对位进行改造，

提高了天车的吊运效率和安全性。针对阳极吊运过

程中，吊具晃动旋转幅度较大，不易定位的问题，车间

在吊具两侧焊接槽钢，使吊具对位阳极时定位精准，

起吊迅速。                                                     苏海峰  

截至目前，电解厂电解二车间改造后的阳极限位

器未发生损坏现象，月节省费用 2000 余元。针对阳

极限位器易损坏，车间通过技术改造，将限位改为感

应限位，感应器方式由上下感应改为左右感应，阳极

感应板改为阳极导向架。                                张晓霞

近期，电解厂净化车间采取多项措施保证电解现

场烟气达标排放。一是清理电解支烟管内的积料，更

换失效压力表 ；二是检查、调整单台电解槽的负压，

保证单槽负压在标准范围内 ；三是清理溜槽杂质，加

大净化系统新鲜料的投送。                            胡朝峰

近期，炭素厂采取多项措施提高阳极质量。一是

严把煅后焦入库关，对未达标的煅后焦进行合理掺

配，对连续超标的煅后焦厂家进行停货整顿或停止收

货。二是优化焙烧升温曲线，根据挥发份的溢出位置

和燃烧情况合理调整温度。三是积极与生产运营中

心沟通，修订煅后焦比电阻控制标准。            黄国荣

6 月份，炭素厂成型车间积极开展降本增效活动，

创效近 4000 余元。车间生产再生阳极时，将烟气净

化系统回收的焦油按比例添加入混捏系统，实现废物

利用，降低沥青用量。                                       许  博

上半年，营销采购中心超额完成目标 53 万元。

中心积极推进“3E” 管记，利用定标前商务谈判，降低

氧化铝粉罐车运费 ；认真分析预判市场，采取弹性销

售、采购等措施，创造收益 ；通过承兑汇票支付货款，

交旧领新、耗购比、修旧利废等多项措施，降低采购

成本。                                                            赵国征

截止目前，营销采购中心将剩余铝锭全部销售

完，实现收益 120 万元。中心销售科认真分析产品市

场，对年初铸造的铝锭多次实行弹性销售，通过与 3

月份基价相比，每吨实现卖出收益近千元。    王雅玲

近日，物资配送中心配送车间对打料系统进行

小改小革，罐车打料时间缩短 7 分钟，效率提升了

18%。针对打料时间长，存在漏料现象等情况，车间组

织技术骨干对输送支架进行改进，增加压缩空气的供

应量，对现场漏点设备进行修补。      韩卫东  王建兵

近期，物资配送中心运输车间开展工艺车司机安

全标准作业专项竞赛活动。车间成立竞赛小组，每天

对驾驶员标准化作业、车辆卫生、文明驾驶等五方

面进行打分，月底按照得分情况进行排名。经过评

选，李俊、张海军、李立新、李立强、刘辉荣获安全

作业最标准驾驶员。                                        薛  凯

近期，物资配送中心利用“3E”管记对加油站现

场及油料使用情况进行管理，确保实现长周期安全。

中心制定日、周、月检查表，按照加油工、管理员、

主管进行分级，对配电室、加油机、加油管及接地线

安全状态进行全面检查，做好记录，反馈整改情况，形

成有效的闭环管理。                           屈春梅   李  强

针对夏季用水量大与供水紧张的问题，近日，运

行维护中心多措并举确保公司生产用水的安全。一

是中心与雪花山、永济汇泽、永济合瑞三家供水公

司建立良好信息沟通机制，形成信息共享 ；二是加压

泵班实施精细化管理，利用水库水对引黄二级站水池

进行补给 ；三是利用供水系统压力上下限自动报警装

置，对公司供水压力进行全监控。                   孙普杰

近期，运行维护中心包保车间对破碎系统进行自

修，节约费用 2000 余元。针对某车间大倾角皮带频

繁脱轨的问题，车间采用激光水平仪对皮带支架、压

轮从两个方面进行校正，并对主、从动滚筒和皮带压

轮的安装位置重新定位架子校正，经过近 1 周的调试、

试运行，破碎系统运转正常。                          黄群贤

公司发明专利获国家授权
本报讯（通讯员  朱建荣） 日前，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

悉，公司发明专利《一种铝电解槽短路口母线带电修复方法》

获得授权，专利号为 201510214700.5。截止目前，公司累计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8 项，发明型专利 2 项。

电解铝生产过程中，电解槽短路口会出现放炮及短路口

立柱母线烧损的情况，必须使整个系列停电才能进行修复，

不仅影响电解铝的产量和电解槽的稳定运行，还会对系列电

解槽正常生产的冲击较大。《一种铝电解槽短路口母线带电

修复方法》解决了电解槽短路口立柱母线更换与修复时需

系列长时间停电的问题，在整个系列不停电的情况下，对损

伤的短路口母线进行修复，最大限度地降低单台电解槽故障

对整个系列的影响。同时，该发明专利具有操作简便、成本

低、易掌握、无需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等优点，适用于汇流

母线、钢棒软母线等的修复，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和使用价

值。

公司对炭素四万吨
项 目 进 行 预 验 收

本报讯（通讯员  张学仁）为保证炭素四万

吨项目的交工质量，6 月 26 日，公司召开项目

预验收专题预备会。安全总监马强、监理方、

施工方及相关人员参加。

此次验收内容包括设备、安全、生产、电

气等四个方面。根据检查内容和专业分工，设立

四个检查小组，采用从“上到下、由里到外”的

工作方法，检查安全装置的合法合规、管道布置

着色、设备运行状况、炉室使用现状及净化达

标情况等。专业组共检查 98 项问题，并将检查

的问题与施工单位进行面对面对接，要求施工单

位在限定的时间内立即整改。预验收工作的完

成标志着炭素四万吨项目由基建转为运行，也标

志着公司炭素产能达到 12 万吨。

公司参加三大攻坚战轮训
本报讯（通讯员  周智利） 为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安全素

质，实现安全环保质量攻坚战标准落地，近期，公司 44 名基

层管理人员分两批参加中铝集团安全环保质量三大攻坚战

集中轮训。

此次培训为期一周，在中铝大学山西分校采取集中授课

与管理分享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中铝集团安

全理念和‘3121’安全管理思路解读”、“安全、环保、质

量攻坚战解读”等 19 项内容。培训过程中，学员们白天上

课，晚上分组讨论学习心得；课间休息期间，参加互动活动。

参培人员纷纷表示，通过深入学习，对安全管理有了进一步

的理解，只有工作中充分发挥管理者的安全影响力、带动力、

示范力和推动力，才能建设 “关键在基层，重心在班组，关口

在岗位”的安全管理机制。

电 解 厂

生 产 运 营 中 心

铸造车间完成铸锭任务
本报讯（通讯员  张建民   张晓霞） 为缓解

电解槽铝液的积压，确保电解系列安全平稳运

行，6 月 28 日，电解厂铸造车间开展铝液铸锭工

作。截止 29 日下午，车间共生产铝锭 100 余吨，

安全、高效完成铸锭生产任务。

针对电解槽内铝液积压问题，电解厂制定铸

锭方案，铸造车间按照作业方案，利用混合炉的

中间包连续铸锭。车间对铸锭机、码垛机构、

溜槽等设备进行检查，更换失效设备构件，通过

对铸锭机组进行冷试车，溜槽、铸锭机、码垛机

构等关键设备运行正常，开始铸锭工作。

完成上半年目标
本报讯（通讯员  陈  远） 上半年，炭素厂从生产工艺、

设备保障、流程优化等方面实施全方位优化提升，主要经济

指标再创新高，综合排名中铝 A 档得分第一名的新业绩，取

得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好成绩。

炭素厂结合“五分钱”工程任务制定工作计划，层层分

解至车间、班组、员工，做到单位头上有指标，人人肩上有

任务，并按照“3E”管记思路，根据产量指标、设备故障时间、

安全环保、创新创效和党建等每一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分

三个档级进行考评兑现绩效，进一步激发全员工作积极性。

同时，积极开展大数据管理、技术攻关、设备小改小革、两

带两创等指标流程优化创新活动，通过优化成型工艺配方，

调整焙烧火焰系统运行周期，严格生产过程关键参数跟踪等

措施的有效实施，使原料的参配精度、生块耐压强度、阳极

电阻率、残极中微量元素等质量指标持续优化，为完成好全

年工作目标任务奠定了基础。

加强成品极质量检验
本报讯（通讯员  杜晋峰）  为进一步提高成

品极进入电解的合格率，近日，生产运营中心质

检站强化成品极过程检验，确保电解用极质量。

质监站加强预焙阳极和导杆的外观检查，对

炭碗没有清理干净，阳极破损和有裂纹、弯曲的

导杆，给予清除；加强现场浇铸质量过程监督，浇

铸前检查阳极炭碗的吸料情况和完整度，浇铸中

检查阳极钢爪的光滑平整度、放置的水平、一

次浇铸完整度，浇铸后检查浇铸饱满度和裂缝 ；

对成品极发运严格把关，确保没有贴合格证或存

在质量问题的成品极严禁发往电解车间；对电解

现场发现的问题极，第一时间现场确认，及时解

决现场成品极存在的质量问题。

炭 素 厂

6 月 28 日，关 铝 社 区 党

总支书记王凤春一行人给物

资配送中心运输党支部送上

“移风易俗 率先垂范”锦旗，

表扬运输党支部带领多名党

员职工在婚丧嫁娶方面严格

落实国家《关于严禁大操大

办请客送礼的规定》，带头抵

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图

为送锦旗现场

王存钢  摄影报道

（上接第 1 版）中心副经理卢晓东传达习近平

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俊仓作重要讲话。一

是环保工作。吃透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和党建文明思想，学习中铝

集团葛红林董事长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和

党建、环保工作的讲话精神，学习余德辉总经

理的讲话精神；提高认识，根据环保警示教育大

会要求，各级管理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

视安全环保工作；加紧工作，当前公司安全环保

工作还存在差距，各单位、部门要全面推进安

全环保方面的七项工作。二是在全体干部员工

的共同努力下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

六月份实现盈利。三是下半年，全体干部员工

要按照“落实‘五分钱’，环保又安全”的要求，

认真落实好“五分钱降本”工程，企业才能生存，

员工才能生活，园区才有生命。

公司举办党风廉政建设作品展
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筑牢干部员工“不想腐”的堤坝，

增强廉洁从业意识，6 月 27 日，公司举办党风廉政建设作

品展。公司领导、副处级以上管理人员及二级单位干部员

工共 153 人参观了作品展。当天下午，运城市统计局副局长

王钰媚、永济市统计局局长相康一行 8 人在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俊仓的陪同下，也参观了党风廉政建设作品展。

本次党风廉政建设作品展共征集书法、绘画、手工艺

品等原创作品 74 件。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俊仓亲自书

写书法作品 3 件，其他领导也为作品展摘录编写了警言警

句，员工共提供作品 68 件，充分体现了公司自上而下全体干

部员工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关注之情。参观人员纷纷表示，

一踏入展览室就感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一件件形象生动、

讽刺幽默、鲜明夸张的漫画作品，颂扬了真善美的优良作

风、鞭挞了假恶丑的不良风气；党风廉政建设作品展内容丰

富、富有教育意义，对加强公司廉政文化建设、促进党员干

部廉政文化修养、提升员工廉洁风险防控意识，具有很好的

警示教育效果。                                                       贾志平

图为永济市统计局局长相康为展览题字

公司及二级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6 月 26 日，电解厂开展“安全环保、廉洁从业”

知识竞赛活动。                         张晓霞  摄影报道

 6 月中旬，营销采购中心仓储科对仓库内外灭

火器进行全面检查。                   张秋娟  摄影报道 

 6 月 21 日，机关举办紧急疏散消防应急演练。

                   丁格杰  摄影报道 
6 月中旬，物资配送中心运输车间开展铝液外

溢应急处置演练。                        李  强  摄影报道

6 月 21 日，公司组织开展了板报展评，电解厂

电解一车间获得一等奖。           张春安  摄影报道

6 月 14 日，炭素厂举办防汛应急演练。

                   毋银桥  摄影报道 

中铝集团优秀共产党员

电解厂：师孝勤

中铝集团优秀党务工作者

党群工作部：麻建功

运城市优秀共产党员

运行维护中心：孙普杰

运城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电解厂：候晓峰

公司先进基层党组织

生产运营中心直属党支部

公司先进党支部

电解厂供电计算机站党支部

炭素厂成型车间党支部

物资配送中心运输车间党支部

运行维护中心能源车间党支部

机关党总支第四党支部

公司先进党小组

电解厂电解二车间党支部第一党小组

物资配送中心综合党支部第一党小组

生产运营中心直属党支部第一党小组

营销采购中心直属党支部第一党小组

机关党总支第一党支部第一党小组

公司优秀共产党员

电解厂：胡朝峰、孙  勇

炭素厂：茹学渊、王小勇

物资配送中心：韩卫东、李旭东

生产运营中心：谢国升

运行维护中心：尚红海

营销采购中心：陈崇星

机关党总支：马凌燕

公司优秀党务工作者

电解厂：张建平

物资配送中心：薛凯

生产运营中心：狄新光

营销采购中心：解梅

党群工作部：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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