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月 22尧23日袁 华锡集团 2012年度
QC成果发布会在柳州召开遥 佛子矿业公司 6个
QC小组参加了此次发布会遥

此次发布会共有 60 个 QC 小组同场竞技袁
课题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尧节能降耗尧环境保
护等主题开展遥 发布会上袁精彩的 QC成果报告尧
精美的幻灯片制作袁 都充分展示了各个 QC小组
的风采遥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袁最终评出优秀奖
25名袁先进奖 35名遥其中佛子矿业公司河三选厂
环境优化小组欧燕华获得了演讲优秀奖遥

集团副总经理吴伯增在发布会上指出袁 各级
领导要大力支持 QC小组活动的开展袁引导好尧发
挥好职工参与 QC小组活动的积极性袁 争取 QC
活动取得的成效在公司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曰不
断提高 QC活动创新能力袁要紧紧围绕管理创新尧
技术创新选择课题袁并注重质量成本袁使 QC小组
活动真正成为全员参与的质量管理活动曰注重 QC
成果的申报质量袁利用各种新技术袁更形象尧更贴
切尧更直观地展现成果开展的过程和取得的效果遥

(邓万球)

华锡集团召开 QC 成果发布会
河三选厂环境优化小组欧燕华获演讲优秀奖

本报讯 公司销售科抓住春
节前后有色金属行情有所转暖的
时机积极开展销售工作袁 积极研
究市场袁 抓住机遇袁 及时把握商
机袁 把产品在高价位的时间段卖
出袁为企业增收增效遥 第一季度袁
将生产出库的锌精矿金属 2544
吨袁铜精矿金属 80 吨袁铅锭 9850

吨袁全部销售出去袁资金回笼 1.85
亿袁货款回笼 100%遥

2012年袁 销售科积极转变观
念袁 改变过去营销只卖精矿的做
法袁今年销售部门在卖好精矿的前
提下袁做好其他产品的销售工作袁
将冶炼出的铅锭尧白银尧黄金等产
品及时销售遥 (梁丰凡)

公司销售科营销成绩不俗

把握商机 卖出高价

本报讯 4月 1日袁由生产技
术科设计袁古益矿负责施工的佛
子矿业公司重要技改工程袁260
坑口 012线斜井技改工程已顺利
竣工袁并正式投入使用遥
据了解袁012线斜井作为 260

中段的一级斜井袁在井下日常生
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袁过去
使用箕斗提升方式袁受卸矿尧放矿
工序繁杂袁储矿仓容量小等因素
的影响和制约袁不能进行矿石尧废
石的同时提升袁提升价值没有达
到最大化袁大大制约了开拓进度遥
经生产技术科及古益矿反复论证
后袁古益矿决定对 012 线斜井进
行串车技改遥

012线斜井技改工程设计总
工程量为 172米袁双通道结构袁可
同时容纳 4 列串车组 渊21 辆/
列冤遥 据生产数据统计袁 技改前
012线的提升量为 1.25万吨/月袁
将箕斗式提升改为串车式提升后
提升量得到了提高袁预测值最大
为 1.68 万吨/月遥 以斜井服务 5
年袁提升量 12万吨/年计算袁可直
接节约成本 168万元遥 在间接效
益方面袁012 线斜井技改对古益
坑口优化提升运输系统以及对未
来深部开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
理规划袁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遥

(梁明艳 邓 飞 唐廷杰)

坑口 线斜井技改工程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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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0日袁2012年全区冶金机械等行业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在广西佛子矿业有限公司召开遥 会议强
调袁要充分运用环境倒逼机制袁淘汰落后产能袁为先进产
能和新兴产业腾出发展空间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遥
自治区安监局党组副书记尧副局长黎志逘袁梧州市副

市长彭健铭袁有色集团董事长李阳通出席会议袁各市安监
局代表尧冶金机械系统代表等 120多人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区安监局副局长黎志逘表示袁要加强对冶金机

械等单位进行安全生产和环保核查袁通过四野抓冶将环境
倒逼机制进行到底袁一是抓好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遥二是
要抓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学习遥 三是抓好安全标准化
建设工作遥 四是抓思想认识袁把安全放在首位遥
有色集团副总经理赵石德在会上做了叶加强管理 落

实责任 巩固基础 稳步提升 努力促进广西有色集团安全
生产形势稳步好转曳的讲话袁介绍了广西有色集团安全生
产的具体情况遥 近几年袁有色集团花大力气进行整改袁用
了 34亿元进行重大技术改造和重大结构调整遥苍梧冶炼
公司 6万吨电解铅项目尧梧州 30万吨再生铜项目尧来冶
奥斯麦特炉项目等项目的投入袁 对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
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遥
会上袁有色集团董事长李阳通表示袁要做好企业的安

全生产和环保工作袁要抓好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的建设遥
在软件建设方面袁 各级企业的领导要充分认识到安全环
保工作的责任重大曰要完善机制袁推行责任化尧精细化和
标准化的管理曰要监管到位袁杜绝超标排放污染排放遥 在
硬件建设方便袁一定要舍得投入袁搞安全环保工作袁没有
投入工作就难以做好袁设备残旧袁装备不行袁野跑尧冒尧滴尧
漏冶现象到处是袁肯定容易出现安全环保问题遥 在项目建
设阶段袁关乎安全环保基建工程的不能省钱袁一定要保质
保量建设遥最后袁李阳通代表有色集团做出表态袁野我们企
业要主动接受各级安监部门的监督和检查袁 做好安全环
保工作遥 冶 （吕岳阳）

完善环境倒逼机制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2012年全区冶金机械等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梧召开 本报讯 4月 1日下午袁佛子

矿业公司召开重新调整今年二季
度生产经营指标会议袁 公司领导
及主要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遥
会议传达了华锡集团第一届

四次职工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袁
并根据集团公司下达的新指标袁
紧急部署了 2012 年第二季度的
生产经营任务院 佛子矿业公司完
成合并报表利润 280万元曰 要求
佛子矿业公司实现 5550 吨金属
产量遥
在听完副总经理刘远德作的

预算分析和一季度经营情况汇报
后袁黄汉波总经理指出袁由于时间
紧袁任务重袁资金压力大袁各生产
单位要快速行动起来袁 制订详细
的作业计划袁在切实抓好安全尧环
保工作的同时袁 要在节支增效上

多下功夫袁 在达标超产上深挖潜
能袁 确保顺利完成集团公司下达
的二季度生产经营指标遥 特别是
冶炼公司袁要切实加强生产管理袁
疏理工作思路袁抓好工艺管控袁控
制生产成本袁提高生产效率袁对冶
炼公司试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袁 各职能科室尧 部门要深入现
场袁多走访勤协调袁为冶炼公司全
面试产营造良好的作业环境遥
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在会上

强调袁 今年是集团公司上市的关
键年袁现正处于上市的冲刺阶段袁
公司暂时出现了困难袁 希望各单
位领导和全体员工要给予理解袁
并要认清形势袁提高认识袁要有一
家子的观念和一盘棋的思想袁同
心同德袁齐心协力袁为集团公司上
市筑牢基础遥 (江壮钧)

节支增效下功夫 达标超产挖潜能

大战 天确保完成二季度任务

本报讯 3月 28日袁岑溪市委
常委尧 常务副市长罗阳灿率相关
人员一行 8人深入佛子矿业公司
河三矿区调研遥
罗阳灿到河三尾矿库和龙湾

尾矿库进行现场检查袁 查看了河
三选厂尾矿库坝基尧 溢流口等安
全环保设施遥 随后在龙湾公司会
议室召开的调研现场办公会上袁
罗阳灿认真听取了佛子矿业公司
和龙湾公司的工作汇报后指出袁

企业要加强与各级政府及相关部
门沟通袁 积极做好尾矿库的征地
工作袁 为提高铅锌矿产业的产能
创造条件遥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袁还
要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作袁 特别
是尾矿库安全环保的检查和监
管袁 同时要加强对矿区旧窿口的
监管检查袁 严厉打击非法盗采矿
产资源的行为袁 净化矿区开采环
境袁保持良好的采矿秩序遥

（黄德升）

罗阳灿调研河三矿区提出要求

为提高铅锌矿产能创造条件

本报讯 3月 15日袁佛子矿业
公司副总经理刘炜前往岑溪市袁
参加岑溪市政府召开的环保工作
会议遥

野2012年 3月 14日袁岑溪市
大业镇新东力陶瓷有限公司排放
工业废水袁致使宜昌江含酚超标冶
岑溪市副市长黄炎栩在会上首先
通报了一起环保事故遥 岑溪市政
府对此事非常重视袁 马上组织相
关部门人员积极进行排查袁 明确
事故原因袁勒令该企业立即停产袁
对排污口进行截流袁 并通报上一
级环保部门袁 在专家的建议下投
放石灰和活性炭袁 对污物进行处

理袁进一步控制污染范围袁接着继
续对各个取水点进行酚含量监
测袁确保居民生活用水安全遥
会上袁岑溪市市长覃颂尧副市

长李泳还分别作了重要讲话袁要
求各企业进行一次大排查袁 不得
以任何理由阻挠检查工作袁 发现
问题马上进行整改遥 要正确把握
舆论导向袁 不让民众出现恐慌情
绪袁确保人民生活稳定遥此外还要
求企业积极提升技术袁 实现节能
减排袁要求企业诚信经营袁不为了
小集体的一点利益袁 而让整个社
会蒙受重大损失遥

(梁明艳 刘炜)

提升技术节能减排
佛子矿业公司参加岑溪市环保会议

本报讯 3月 31日,公司总
经理黄汉波尧 党委书记黄希文
与相关部门人员一行 5人到冶
炼公司电解车间调研遥

在电解车间袁 公司领导详
细了解了导电铜棒尧 电解循环
液管道尧 电解铜排短接等材料
设备袁以及在清洗尧设计尧安装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遥 随后在电
解车间办公室召开调研会议遥

会上袁 黄汉波要求冶炼公
司提高车间管理能力袁 务必抓
好重点袁 针对试产过程中存在
的各种问题袁及时整改解决袁同
时要求机关各相关科室部门要
多到现场袁做好跟踪服务袁使冶
炼公司尽快打通生产流程遥

黄希文强调袁 管理人员和
员工要端正试产期间的工作态
度袁 要互相交流袁 相互协调配

合袁 从技术和措施方面做好安
全环保工作遥 图为公司领导在

电解车间了解设备安装情况遥
(贺 琼)

尽 快 打 通 生 产 流 程
黄汉波、黄希文到冶炼公司调研

本报讯 3月 26日袁公司召开
4月份生产调度会袁 公司领导班
子成员以及中层干部共 39 人参
加了会议遥

据 3 月 25 日生产科统计数
据显示袁 公司第一季度生产情况
良好袁 共完成金属产量 4687.282
吨袁完成年计划的 23.436﹪袁处理
量 96319.794吨袁 完成年计划的
25.005﹪遥 出矿量 62280.290吨袁
完成年计划的 15.969﹪遥
会议对 4月份的生产工作做

了具体安排袁 生产工作重点要围
绕安全环保开展工作袁 两个选厂

的工业废水排放要符合要求与标
准遥 雨季到来袁 排水沟要及时疏
通袁室外堆放的材料要盖好雨棚遥
做好厂容厂貌的整改袁 厂区的清
洁卫生等遥 继续抓好安全标准化
建设袁特别是抓好班组建设尧班前
检查等遥
公司总经理黄汉波在会议上

还对当前的生产局势袁 原材料价
格上涨问题进行了分析袁 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尧 安全环保以及冶炼
公司全面投产部署了工作遥

(覃雪英)

佛子矿业公司召开 4月份生产调度会

生产工作重点围绕安全环保开展

本报讯 3月 14日袁佛子矿业
公司生产成本考核讨论会在古益
矿召开袁公司副总经理刘炜尧刘远
德袁以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围绕公司目前生产经营

面临的突出问题展开讨论遥眼下袁
井下掘进越往下成本越高曰 材料
价格上涨袁采矿成本增加曰选矿药
剂价格上涨袁选矿成本增加曰生产
用电量每年都在增加袁 电费也在
增加遥 对这些生产成本不断提高
的问题袁 参会人员认真讨论研究
解决的办法遥

公司副总经理刘远德在会上
指出袁 为了更好地协调公司生产
经营袁尽可能争取效益最大化袁要
严格推行生产成本考核制度袁掘
进方面无论是斜井掘进袁 还是平
巷掘进都要资本化袁 使用的材料
都要说明用途遥要积极挖掘潜力袁
对于耗能较大的部门袁 例如铸钢
厂袁要严格控制成本袁节约能源降
低损耗遥 基建尧技改尧探矿要每个
月报计划遥 技改项目一定要充分
发挥作用袁 尽可能为公司创造更
多的效益遥 (梁明艳 刘炜)

公司召开生产成本考核讨论会
推行成本考核制 争取效益最大化

本报讯 3月 20尧21日袁华锡
集团安环部经理李雁翎率安全检
查组到佛子矿业公司开展 2012
年第一季度安全环保大检查遥 对
佛子尧河三两个矿区的井下巷道尧
通风系统尧设备管理尧尾矿库排洪
泄流尧 废石场的治理及环保绿化
情况袁对冶炼公司消防设施尧应急
设备尧 监控系统以及设备操作规
程进行了检查遥
在安全会议中袁 检查组对佛

子矿业公司的安全环保工作尧现
场作业管理尧 尾矿库治理情况等
给予了肯定遥同时强调袁公司要高
度重视环保问题袁 深入开展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袁 建立安全环

保工作季度报表报送制度遥 要特
别重视中层干部安全尧 环保管理
素质及理念的提高袁 加强员工安
全知识培训袁 加强班组的安全管
理袁完善班组安全记录台账袁并严
格按照各种安全操作规程作业遥
要加快对井下野六大系统冶的建设
速度袁改善工人的作业环境袁保证
员工的身体健康遥 冶炼公司要完
善硫酸洗眼器汲水设施袁 底吹炉
乙炔房整改袁 加快雨水收集池建
设袁增加绿化建设袁要做好冶金企
业 野三级冶 安全标准化的达标工
作袁严格执行安全标准化作业袁确
保安全生产遥

(覃雪英 贺琼)

华锡集团到佛子进行安全环保大检查强调

严格执行安全标准化作业

本报讯 近日袁从华锡集团 2012年度党建工
作会议上获悉袁佛子矿业公司党委办以优异的成
绩获得华锡集团 2011年度组织尧宣传先进集体袁
获得广西纪念中国共产党 90周年党史知识竞赛
活动组织奖遥

2011年袁佛子矿业公司党委坚持野党要管党尧
从严治党冶的方针开展党建工作袁紧紧围绕公司
的生产经营中心袁深入推进创先争优和党组织建
设年活动袁 公司 6个基层党支部开展的 12个创
新项目中袁古益矿党支部尧河三党支部开展的项
目获得华锡集团党支部工作创新成果三等奖遥
宣传工作方面袁各党支部宣传小组紧紧围绕

企业的生产经营工作袁利用报纸尧电视尧广播尧佛
子网尧A8办公系统等宣传媒介袁积极开展宣传报
道工作袁2011年完成叶今日华锡曳稿件任务 60篇袁
完成率 400%袁完成叶广西有色曳稿件任务 49篇袁
完成率 196%袁 完成地市级以上外发稿件 25篇袁
为推动企业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和
舆论支持遥 在华锡集团 2011年度优秀尧先进宣传

员的评选中袁邓杨瑞被评为优秀宣传员袁吕岳阳
被评为先进宣传员遥 此外袁在 2011年度华锡集团
开展论文比赛和征文比赛中袁杨守涛撰写的叶浅
谈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和谐企业曳获得
2011年度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优秀论文及心得
体会二等奖袁安剑刚撰写的叶广西苍梧有色金属
冶炼有限公司现状及发展前景调研报告曳尧 黄希
文撰写的 叶关于佛子社区综治状况的调研报告曳
获得三等奖袁刘远德撰写的叶如何发挥苍梧冶炼
公司的规模效益曳获得优秀奖遥 李松撰写的叶浅谈
切实加强离退休党支部建设工作曳尧 何木兰撰写
的 叶以人为本真抓实干创和谐曳 获得华锡集团
2011年度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优秀论文奖遥
何木兰撰写的叶以野结对共建 先锋同行冶活动构
建和谐的矿农关系曳尧陈洁瑜撰写的叶以野创先争
优冶推动班组安全文化建设曳分别获得华锡集团
创先争优和党组织建设年理论研讨优秀征文比
赛三等奖及优秀奖遥 (邓杨瑞 杨丽贞)

公司党建工作喜获佳绩

图为黎志逘渊渊右三冤尧李阳通渊右二冤在冶炼电解车间视察 贺 琼 /摄

本报讯 4月 13日袁 公司廉
洁文化信息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
暨廉政责任状签订仪式在苍梧县
城举行袁 会议学习了中纪委十七
届七次全会精神以及传达学习华
锡集团公司 2012 年纪检监察工
作会议精神袁明确落实 2012年廉
政责任制遥

公司领导黄希文尧黄汉波尧杨
守涛尧谭建助尧刘远德尧梁壮初尧刘
炜尧 安剑刚和副科级以上中层管
理人员以及来自各党支部的廉洁
文化信息员等约 66 人参加了会
议遥

杨守涛在会上指出袁 加强廉
洁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袁 是深入推
进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重
要举措遥 各党支部要高度重视袁以

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廉洁文化建
设遥 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廉洁文化
阵地建设袁 增强廉洁文化的吸引
力尧感染力尧渗透力和影响力曰通
过开展廉洁承诺尧 树立廉洁岗位
和开展读书思廉尧文艺颂廉尧典型
倡廉尧警示促廉等活动袁引导企业
廉洁风尚袁 促进廉洁理念深入人
心遥
黄希文强调袁 要把廉洁文化

建设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和反腐
倡廉建设的全过程袁 以党员领导
人员为重点袁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
教育尧党性党风党纪尧廉洁从业教
育袁 引导广大党员管理人员牢固
树立秉公用权尧 廉洁从业的价值
理念袁推动形成知荣辱尧讲正气尧
促和谐的风气遥

（覃日雄）

读书思廉 文艺颂廉 典型倡廉 警示促廉

公司部署构建特色廉洁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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