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佛子矿业公司计划
生育办公室以 3月华锡集团人口与
计划生育工作宣传月为契机袁多举
并进袁加强法规宣传力度袁推行目标
管理责任制袁确保公司计生工作目
标顺利完成袁
为了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

法规的宣传工作袁增加职工自觉守
法的意识袁公司计生办采取一系列
有效措施袁特别邀请了苍梧县人口
与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林海金在冶炼
公司做了四期野人口与计划生育服

务管理法律法规冶 讲座曰 组织 7版
野诚信计生服务管理指南冶 张贴上
墙曰3月 30日袁 公司计生办的相关
人员到各基层尧各科室分发叶苍梧县
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手册曳尧叶政策
法规 100问曳尧叶育儿常识 100问曳尧
叶诚信计生曳等计生宣传材料五百余
套袁送发避孕套 60余盒袁还现场为
年轻员工解答疑惑遥
公司计生办还根据 叶华锡集团

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
核办法曳的要求袁结合本公司的实际

情况袁制订了叶广西佛子矿业有限公
司 201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
理责任制考核细则曳袁计划在五月份
完成公司与基层单位尧 基层单位与
班组尧 班组与个人的三级计生责任
状的签订袁 建立健全各种计生工作
台账袁并将在年底按照叶考核细则曳
进行考核袁 计生工作考核不达标的
单位和个人实行野一票否决冶遥

渊甘若玲 梁胜超冤

计生考核不达标实行“一票否决”
公司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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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9尧30日袁 冶炼公司举办了 QC基础知
识培训班袁冶炼公司以及佛子矿区尧河三矿区的 82位 QC
小组成员参加了培训遥 此次培训邀请了国家级中国质量
管理野中级诊断师冶尧来宾冶炼有限公司廖婷兰主讲遥

野以事实为依据袁用数字说话冶在上课的开始袁廖老师
就以这样一句话概述了 QC活动的重点遥接着她还讲解了
QC的概念尧特点尧作用尧组建等基础知识遥同时袁她通过运
用大量事例和发表过的优秀 QC成果对如何选题尧如何进
行现状调查尧如何找问题尧如何确定主要原因尧如何制定
对策等作了讲解袁给学员们留下了直观而深刻的印象袁为
冶炼公司普及 QC基础知识袁带动员工更好地开展 QC工
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遥 (覃金妮)

讲解 QC 知识

排水管道投入使用
古益选厂尾矿库排水浮桥

管道 3月初顺利通过验收并开
始投入使用。

检修竖井绞车
3月 26日，古益矿红卫坑口竖井绞车进行季度检修，检修人员正在

吊拆绞车变速箱盖。这次检修的目的主要是检查去年底大修更换的变
速箱齿轮轴的磨合情况并更换机油，为后期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
保障。 周华培 /摄

3月 29至 31日，河三选厂进行全厂检修，本次检修的重点工作是：
检修颚式破碎机和圆锥破碎机、更换破碎 2号皮带、更换三号球磨机衬
板、整改过滤废水流程。图为技术人员在对圆锥破碎机进行检修。

黄德升 /摄

烟化炉投料试产
4月 7日下午 14：40分，冶炼公司粗炼车间烟化炉正式投料进行试产。从电热前床

加温后流往烟化炉的第一股含锌鼓风炉渣，经过 70分钟的吹炼，15：49分成功放出第
一炉炊炼渣。 黄保进 /摄

建门禁大楼
古益矿坑口门禁大楼目

前正在紧锣密鼓装修阶段，预
计在 2012 年 5 月份能够竣
工。 陈彦峰 /摄

本报讯 3月 21日下午袁 古益
矿召开二级安全标准化系统文件
学习会议袁矿领导班子成员和安全
技术股尧值班室相关人员参加了会
议遥

会议对各个副矿长分管的工
作内容作了明确安排袁并提出了相
关的奖惩措施遥 井下现场管理由安
全技术股具体负责袁重点完善顶板
分级管理尧警示标志设置和环境卫

生管理工作曰电气设备管理由机动
能源股和值班室具体负责袁重点完
善大型机械设备的安检措施曰在班
组建设方面袁重点完善交接班管理
工作曰 在材料的收集与编制方面袁
依照公司安排按时完成关键任务
识别与分析尧作业环境尧作业过程
和三大操作规程等文字材料的修
订遥 （邓飞）

古益矿明确二级标准化创建工作

本报讯 3月 15日袁古益选厂
召集值班长尧 全体技术员召开会
议袁 对 2012年古益选厂技改项目
作出部署遥

根据生产实际需要及环保要
求袁2012年古益选厂将实施四大工
程及七大改造遥 四大工程包括院安
全标准化三级升二级袁清洁生产工
程袁重金属治理工程袁绿色矿山工

程遥 七大改造包括新建饭堂尧新建
材料库尧破碎除尘系统改造尧磨矿
分级改造尧回水循环改造尧铅过滤
机改造及选硫系统改造遥 会议明确
了各项工程及技改项目的主要负
责人及分管领导袁并对下一步的工
作进行了部署袁以确保项目按计划
顺利实施遥 (刘玉婷)

古益选厂部署技改项目

本报讯 3月 23日袁公司职工摄影协会在佛子大酒
店 2号会议室举办了摄影知识讲座袁 邀请了梧州日报社
资深摄影记者陈健新讲授野摄影艺术的鉴赏冶为主题的摄
影讲座袁近 40名会员聆听了这一精彩讲座遥
陈健新老师从摄影的基本知识尧 新闻照片的抓拍和

艺术照片的选题尧取景尧构思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袁并展示了自己多年积累的优秀摄影作品袁用实例诠释
了摄影的真实尧客观尧艺术尧瞬间的特点袁将大家带入了光
与影的世界遥 （严媛）

摄 影 知 识 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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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放松了学习袁是沉沦和蜕变的
起点遥 冶腐败落马者在反思自己堕落
根源时大多有这样的感慨遥
的确如此袁如果放松了对叶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尧叶中共中央
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曳尧
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规定曳等党纪国法的学习袁加上当
今社会纷繁复杂袁不良风气的影响尧
名利得失的诱惑无所不在袁 倘若不
注意学习袁只是一味的忙于事务袁甚
或一心只做太平官袁 那么思想防线
就容易出问题袁一旦出了问题袁就象
人体被细菌尧病毒侵入一样袁一步步
慢慢侵蚀袁 从健康逐渐蜕变到亚健
康袁最终野病来如山倒冶遥 如果不注意
学习袁 不注意世界观尧 价值观的改
造袁必然会导致思想防线的崩溃遥 因
此袁 加强学习是预防腐朽的有效途
径袁是抵御野细菌冶侵入的一剂野良
药冶遥
只有通过政治学习袁 才能不断

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
脑袁用正确的世界观尧方法论抵御腐
朽思想的侵蚀袁 切实做到思想上保
持纯洁尧 政治上保持坚定袁 以史为

鉴袁 以案鸣己袁 筑牢拒腐防变的防
线袁从我做起袁从小事做起袁切实增
强廉洁自律意识袁转变工作作风袁那
么我们的拒腐防变的能力才能得到
质的提升遥

只有通过素质学习袁 才能培养
气质袁陶冶情操尧升华思想袁激活和
释放自身潜能曰才能使人品行端正尧
精神富有袁积累知识尧开阔视野遥 学
习不仅是精神的感化和陶冶袁 更是
提高立身处世尧做人为官的品德遥 作
为党员干部袁 只有具备良好的个人
素养袁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公信力袁
树立良好的形象遥

唯有通过业务学习袁 努力优化
知识结构袁 提高自身本领袁 吐陈纳
新袁 才能避免面对实际工作中遇到
的一些新问题尧新挑战时决策失误曰
才能保证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始终符
合广大员工的利益和公司持续发展
的要求遥 因此袁学习可以增强我们的
工作能力遥
学习非一朝一夕尧立竿见影袁因

此要培养学习的自觉性袁 不流于形
式袁保持学习的常态化袁持之以恒袁
才能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遥

学习是防腐的一剂“良药”
杨晓骅

本报讯 3月 16日晚袁 由冶炼
公司党支部尧工会分会尧团支部共同
举办的野歌声飞扬 释放青春冶首届
青年歌唱比赛在冶炼公司办公楼多
功能厅举行遥 佛子矿业公司领导黄
汉波尧杨守涛尧梁壮初尧安剑刚以及
佛子矿业公司各党支部书记尧团员

青年及 200多名冶炼公司员工欢聚
一堂袁观看了比赛遥

从初赛中脱颖而出的 12 名选
手袁当晚进入决赛遥选手们不同的演
唱风格袁充满青春活力的表演袁让人
耳目一新袁现场气氛高潮迭起遥经过
激烈角逐和评委们公正尧公开尧公平

的评审遥 韦凌智一曲深情的吉他弹
唱叶唯一曳以 9.20分获得了第一名袁
李瑞霖尧 韦春玉获得第二名袁 钟晓
清尧 莫蝉媛尧 梁超卫并列获得第三
名遥 (贺 琼)

冶炼公司举行首届青年歌唱比赛

本报讯 近日连降大雨袁 矿区公路以
及生活区边坡多处出现塌方现象遥 4月 9
日袁佛子矿业公司副总经理刘炜率领生产
技术科尧安全环保科尧工农办以及行政科
相关人员组成巡查小组袁对矿区周边的公
路尧生活区和工业场所进行安全大清查和

处理遥
巡查组分别对河三尾矿库尧古益尾矿

库尧古益选厂尧佛子矿生活区尧公路边坡等
地进行巡查遥 并重点检查了因 2010年 6
月 1日特大洪水造成损坏的河三矿区地
灾楼袁以及佛子矿区至河三的公路的塌方

路段袁对存在安全隐患之处照相尧登记袁并
马上安排人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遥
公司副总经理刘炜强调袁雨季已经到

来袁为确保安全生产袁要加大巡查力度袁积
极做好雨季安全巡查工作袁 消除安全隐
患袁预防地质灾害遥 特别是尾矿库尧厂房尧

生活区以及公路边坡等地要逐一进行巡
查袁不放过任何死角袁对于存在安全隐患
的地方要及时整改袁 杜绝地质灾害的发
生遥 (梁明艳 梁胜文)

不留下安全隐患 不放过任何死角
公司积极做好雨季安全巡查工作

佛子矿业公司团员青年们院

如果你是一滴水袁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钥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袁你是
否照亮了一分黑暗钥雷锋虽已离我们而去袁但雷锋精神始终伴随着我们成
长遥 在纪念雷锋同志逝世 50周年的今天袁我们要把雷锋精神融入到我们
的工作尧学习尧生活中袁构建和谐企业袁争做文明青年袁为佛子矿业的发展
贡献应有的力量遥 为此袁公司团委向广大团员青年发出如下倡议院
一尧文明工作袁敬业爱岗袁争当文明企业建设者
构建文明矿山、和谐企业需要青年们共同努力，团员青年要紧紧围绕

公司的生产经营中心工作，恪尽职守，敬业爱岗，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
的工作热情投身到岗位工作中，以建设“青年文明号”为载体，扎实推进
青年文明工程，争当先锋、争当表率。青年要围绕企业生产急难险重任务，
开展突击服务活动，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为实现公司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二尧文明学习袁提升素质袁争当文明守法好员工
青年队伍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文明建设，因此，青

年朋友们要以“导师带徒”活动为切入点，积极参与有利于青年素质提升
的各项教育培训活动，通过青年自身的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和技
术水平，从而实现技术等级的晋升。同时，要积极参加各种技能比武，通过
岗位练兵，使自己尽快成才，让自己在技能人才中脱颖而出。
三尧文明生活袁健康时尚袁争当文明新风引领者
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做文明言行的参与者、传播者和引领者。积极

参与“五小”科技攻关活动、“青工先进操作法”评选及“金点子台”等创
新创效活动，发挥个人聪明才智，集思广益，围绕生产、安全、管理及企业
发展等方面多提合理化建议。以简朴、节俭、环保的文明生活方式，以良好
的职业文明道德，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智能发展、可持续发展。
“涓涓之水，汇成江河”让我们每一位青年都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

做起，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传承雷锋精神，弘扬文明风尚，以崇高思想和
优秀品质，争当文明使者，争做创建表率，在创建文明企业的实践中充分
展示青年人的风采，使我们的家园更温馨，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共青团广西佛子矿业有限公司委员会
2012年 3月 23日

构建和谐企业 争做文明青年
倡议书

本报讯 3月 14日下午袁 河三
管理办后勤读书小组开展了新一期
读书活动袁 并对活动的开展形式进
行了调整遥
据悉袁 河三管理办对读书小组

的交流时间和人员分组进行了调
整袁 并确定定期利用集体读书时间
举行"新闻发布会"袁让大家把获取
到的新鲜知识尧 相关信息以及公司
内部的消息传递给大家遥同时袁读书

小组活动为大家搭建读书成果交流
的平台袁 把各小组推选出富有特色
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遥 （梁 华）

河三管理办积极开展读书活动

本报讯 4月 2日上午袁古益矿
组织办公室人员及坑口值班人员
召开降本增效专题会议袁部署降本
增效工作遥
据悉袁 古益矿将微调整井下作

业袁减少掘进袁增加采场袁做好采场
工作袁抓好重点采场袁以达到降低
生产成本曰 将品位从 6.4 提高到
6.7袁 做好提高品位的相关工作曰加

快铸钢厂机加班各项工作进度袁力
争实现自己做矿车袁 减少成本支
出曰针对井下工程队用电尧地面后
勤班组用电尧地面工程队员工宿舍
用电等的具体情况袁制订了相关规
定袁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袁实现
节约用电袁降低成本遥

（唐廷杰 王平）

古益矿降本增效出新招

本报讯 3月 27尧28日袁华锡集团在柳州举办了协同
办公培训班袁佛子矿业公司派出系统管理员尧公文收发员
4人参加了培训学习遥
据悉袁现阶段集团要完善信息系统的发展规划袁提高

信息化管理水平袁加大信息化资金投入遥 依托 A8系统平
台袁整合各种业务信息和应用系统袁形成综合应用平台袁
实现信息的集中管理袁 使集团公司办公自动化水平提高
到一个新的阶段遥
培训中袁用友公司高级顾问对 A8协同表单的使用和

制作以及如何使用知识管理等相关专项知识进行了培
训袁还结合集团公司和各二级单位的 A8使用情况袁就如
何运营高效的协同办公平台袁助推企业高效尧敏捷尧稳健
发展进行了讨论遥 使参会人员更了解 A8办公室系统袁梳
理尧优化尧改进业务流程袁简化办事程序袁提高办事效率遥

(何华锋)

A8 协 同 办 公 培 训

河三选厂大检修

生产快讯

刘丽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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