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 3日袁 岑溪市委书记严伯贵
带领市安监局尧环保局尧国土局尧水利局等部门
负责人到佛子矿业公司调研遥
调研会上袁公司总经理黄汉波简要介绍了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以及企业目前面临难题遥听
了黄汉波的汇报后袁严伯贵提出袁企业要重视
安全环保问题袁任何时刻都不能放松遥 他还要
求主管单位负责人深入基层深入矿区袁为企业
排忧解难袁为企业的正常生产保驾护航遥

(吕岳阳)

岑溪市委书记要求主管领导

深入矿区为企业
排忧解难

本报讯 5月 4日袁公司探矿技术
交流会在矿区会议室召开袁 广西区地
质调查研究院六分院副院长龙爱林以
及公司生产技术科技术骨干参加了会
议遥

佛子矿区六塘 014--019线探矿
详查工程是公司今年的重要探矿工程

之一袁 整个探矿工程共有 11个钻孔袁
其中坑内钻孔 2个袁分别位于 014线尧
015线袁钻探总工程量为 5000米遥 钻
孔施工目的主要为了探查 104#矿体袁
以及危机矿山找矿所发现的域-30#尧
域-32#尧域-33#尧域-34#尧域-35# 从
60 标高往下的延深变化情况袁 探求

332级+333级资源量袁 为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遥
据悉袁 龙爱林副院长此行的目的

是落实佛子矿业公司 2012 年六塘
014-019线探矿实施计划遥会上袁龙副
院长听取了公司 2011年探矿工作的
总结以及 2012年探矿详细计划遥 随
后袁 与会人员详查了佛子矿区六塘
014--019线探矿实施计划袁针对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袁
寻求最佳的实施方案遥

（梁明艳 邵文峰）

为公司提供有力资源保障

商 讨 探 矿 招 数

本报讯 4月 25至 28日袁 广西
有色行业第 32 次 QC 成果发表暨表
彰会在北海市召开遥华锡集团公司尧广
西佛子矿业有限公司尧 中铝广西分公
司尧 南南铝业有限公司等十多家企业

的 46个 QC活动成果参加了 QC成果
发布会遥
会上袁公司河三选厂环境优化 QC

小组成果 叶提高破碎车间粉尘浓度合
格率曳发挥出色袁摘取桂冠袁获得广西

区优秀 QC成果奖袁同时袁河三选厂环
境优化 QC 小组还荣获 2012 年度广
西有色金属工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
号遥
据悉袁佛子公司与华锡集团公司尧

中铝广西分公司等公司的 15 个 QC
小组袁将代表广西有色工业 QC小组袁
参加 6 月份在桂林举办的全国优秀
QC成果发布会遥

（黄德升）

广西有色行业 QC成果发布会在北海召开

佛 子 公 司 获 第 一

本报讯 4月 26日袁 自治区统计
局核查专员检查佛子矿业公司统计工
作遥
多年来袁 佛子矿业公司的统计人

员严格遵守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曳
的各项规章制度袁坚持依法统计袁坚决
抵制虚报尧 漏报尧 迟报等统计违法行

为袁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袁
及时准确的做好各类统计报表袁 不断
完善各类统计原始台账袁 使其规范化
标准化遥
在检查过程中袁 自治区统计局核

查专员听取佛子公司统计工作汇报袁
并与综合统计人员一起袁 逐一核对佛

子矿业公司所有对外报送的各类报表
以及相关的原始台账遥 佛子矿业公司
顺利通过了区统计局的检查遥 核查专
员还勉励统计人员再接再厉做好统计
工作袁迎接 5月份国家统计局的抽查遥

(梁明艳)

公司通过自治区统计局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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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28日袁佛子矿业公司召开纪
念野五一冶国际劳动节 122周年暨工会工作表彰
大会遥 公司工会委员尧先进工会小组代表尧工会
积极分子代表等齐聚一堂袁共同庆祝野五一冶国
际劳动节遥
公司领导黄希文尧 杨守涛等出席了表彰大

会遥
佛子矿业公司工会在上级工会以及公司党

委的领导下袁在公司行政的支持下袁以野三个代
表冶重要思想为指导袁认真规范履行工会四项职
能袁以维护公司和职工利益为工作重点袁围绕公
司生产经营目标开展工作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遥

1998年至 2011年连续十三年荣获梧州市总工
会野模范职工之家冶称号袁2008年荣获全国总工
会野模范职工之家冶称号袁2011年荣获集团公司
野模范职工之家冶光荣称号遥 2005年至 2011年
连续六年荣获 野梧州市领导干部联系职工生活
困难户工作先进单位冶袁2009至 2011年连续荣
获梧州市野安康杯冶竞赛活动优胜企业奖尧2011
年获梧州市野建功杯冶劳动竞赛优胜企业银奖单
位尧 梧州市劳动争议调解示范企业袁 并且荣获
2011年度集团公司野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冶
企业活动竞赛二等奖遥
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在会上指出袁 工会要

充分发挥组织作用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袁
广泛开展野创建学习型组织 争做知识型职工冶
活动和岗位练兵尧技术比武尧技能竞赛尧岗位培
训等活动袁以实现公司的生产经营目标为中心袁
组织动员全体职工为完成公司 2012年的生产
经营目标尧为实现集团公司上市而建功立业遥
公司纪委书记尧工会主席杨守涛对 2012年

工会工作进行了部署遥 今年公司工会的工作以
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为主线袁 以公司的生产
经营目标为中心袁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积极作
用袁组织动员全体职工努力完成公司 2012年的
生产经营目标遥 2012年袁集团工会的建家活动

的工作重心放在各工会小组创建集团公司 野模
范职工小家冶和开展评比表彰野三十佳模范职工
小家冶的活动遥我们要围绕集团公司党政工今年
的工作部署和要求袁调整好野建家冶的工作重点
和园地的内容袁加大检查尧考核和相互学习交流
的力度遥
会议表彰了 20个先进工会小组尧10名优秀

工会干部尧2名工会之友和 224 名工会积极分
子遥

（陈洁瑜）

公司履行工会职能围绕生产经营目标开展工作

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工会工作表彰大会

本报讯 4月 18日袁 广西佛子矿业
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在
佛子大酒店召开遥

华锡集团总经理兼佛子矿业公司
董事长苏家红主持会议遥公司董事会成
员尧监事会成员及公司相关领导出席了
会议遥

董事长苏家红对公司去年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袁对今年公司面
临的困难与挑战袁他要求公司管理人员
齐心协力袁努力抓好生产经营袁完善安
全环保设施袁扩大矿资源拥有量袁整合
周边矿权袁做好尾矿库征地袁加快雨水

收集池的建设等工作袁确保苍梧冶炼公
司满负荷生产袁 超额完成全年各项指
标袁确保企业更好更快安全持续发展遥
会上袁与会人员听取并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1年工作总结尧2012年工作计
划及公司财务预决算报告袁并讨论了有
关公司发展的各种方案遥与会人员还围
绕冶炼公司面对的新工艺尧 新技术尧新
装备尧新员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遥 苏家
红还强调袁公司党工团组织要发挥积极
作用袁尽快成立各种小组袁搞好企业文
化袁多举办一些有益的活动袁稳定职工
队伍情绪袁促进公司和谐发展遥(徐敏霞)

完善安全环保设施 扩大矿资源拥有量

佛子矿业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五次董事会议

慰问劳模
4月 19日，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张俞明一行 11人，佛子矿业公司工会主席杨守涛等到基层慰问广西劳动模范李远明，集

团劳动模范莫向承、潘爱珍，佛子矿业公司劳动模范魏朝宁、唐崇才，图为张主席（左 1）和杨主席（右 1）在与李远明亲切交
谈。 陈洁瑜 /摄

本报讯 4月 19日袁 集团工会主席张俞明一行 10
人袁 在公司工会主席杨守涛等人员陪同下对佛子矿业公
司的厂务公开尧民主管理等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遥
张主席对佛子矿业公司的厂务公开工作用野认识高尧工作
实尧效果好冶进行了高度概括和评价遥
多年来袁佛子矿业公司充分尊重职工的主体地位袁大

力推进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袁充分运用职工代表大会尧调度
会等各种会议制度以及厂务公开宣传栏等形式全方位尧
多角度尧多渠道实施民主管理袁切实维护职工的知情权尧
参与权尧表达权和监督权遥 在公司 2011年第二期厂务公
开宣传栏前袁张主席说袁佛子矿业公司的厂务公开工作细
致扎实袁从公司的生产尧经营指标到完成情况袁从职工的
收入到领导的工资分配袁 从物资的采购到招待费尧 差旅
费尧业务招待费的三费开支袁公开工作全覆盖袁内容详实
效果好袁 厂务公开工作走在了集团公司各单位的前列遥

(陈洁瑜)

维护职工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厂务公开工作在集团内走前列

本报讯 5月 3日袁从广西区总工会传来佳音袁公司
工会荣获野全区工会帮扶工作先进集体冶称号袁据悉袁佛子
矿业公司是梧州市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遥

多年来袁公司工会以野构建和谐佛子冶为奋斗目标袁积
极发挥工会职能作用袁不断创新举措袁积极投入资金完善
和发展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袁 扎实抓好困难职工帮扶工
作遥 目前袁公司设有职工困难救助专用基金尧重大疾病救
助专用基金尧职工医疗补充保险基金尧金秋助学基金尧离
退休职工节日慰问专用基金等袁对职工实施帮扶救济袁对
职工子女上学实施助学袁对离退休职工给予更多关爱袁促
进企业和谐稳定遥 （陈洁瑜）

建立完善多层次保障体系
公司工会荣获“全区工会帮扶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讯 4月 12日袁梧州市安监局组织梧
州市区渊县冤安监系统及管辖的非煤地下矿山
企业代表 120多人到佛子矿业公司古益矿古
益坑口尧古益选厂尾矿库参观指导工作遥
在古益矿袁代表团认真听取了古益矿安全

避险野六大系统冶建设的介绍袁并到井下参观了
野六大系统冶遥 据了解袁佛子矿业公司积极响应
国家安全监督总局非煤矿山安全避险野六大系
统冶建设要求袁立足高起点尧高标准袁在设备选
型尧系统功能设置等方面严格要求遥 目前井下
野六大系统冶已经完成了监测监控系统尧人员定
位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三大系统的建设袁压风
自救系统以及供水施救系统建设正在紧锣密
鼓的建设中遥根据矿山的实际情况袁对照野六大
系统冶建设的标准要求袁目前袁古益矿还没有达
到建设紧急避险系统的必要性袁所以对紧急避
险系统暂未开始建设遥 据悉袁已安装成功的系
统灵敏可靠尧安全有效袁在安全生产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袁也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认可遥

（梁明艳唐廷杰）

梧州市安监系统代表团到佛子参观

古益矿“六大系统”

吸引眼球

本报讯 4月 26日袁公司召开基建技改会
议遥会议要求各个部门互相配合保质保量完成
技改项目工程遥

会议传达了华锡集团关于佛子矿业公司
2012年更新改造投资项目计划的通知袁 集团
要求公司要按照计划安排袁量力而行袁做实事袁
讲实效曰要按集团公司内控制度要求袁建设项
目应编制科学的技术方案袁选取合理的经济指
标袁报集团公司审批后才能实施曰要继续着力
推行工程项目管理系统袁充分利用该平台服务
日常管理袁使之制度化尧规范化遥
公司副总经理刘炜指出袁2011年公司工程

项目完成情况不够好袁主要是职能部门的指导
力度不够袁 今后要加强对基层的督促指导袁算
入生产成本的工程要严格控制在生产科的预
算范围之内袁尽可能满足生产必需遥 要尽快做
好工程的立项工作袁各个部门技改工程项目设
计方案完善后袁先报生产科袁再由生产科统一
上报集团遥
会议提出袁五月份重点抓好古益矿渊红卫冤

新建四中段修理车间工程尧古益选厂新建职工
食堂尧古益矿废石场治理工程尧古益选厂除尘
系统尧河三空压机技改渊古益红卫冤尧河三选厂
新建配药室尧河三选厂选矿流程优化尧河三选
厂生产用水系统改造等八大技改工程立项申
报遥 生产科要尽快与设计院联系袁及时制作好
各项土建设计图曰技改设备尧部件的采购要按
照流程走袁要与日常生产设备进行区分袁还要
注明用途遥

(梁明艳 刘炜)

佛子矿业公司召开基建技改会议

五月份抓八大技改工

程立项申报

本报讯 2011年以来，佛子矿
业公司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将人
才培养、提高人才待遇、完善人才教
育培训体系、完善人才奖励制度、完
善职称评聘管理等工作提上议事日
程，助推公司“十二五”人才规划目
标的早日实现。
据了解，公司自 2011年 6月以

来先后出台了《关于调整技能工资
的通知》、《设立佛子矿业公司专业
技术考评委员会的通知》、《关于公
司未担任任何领导职务的重要技术
骨干人员的奖励管理办法》、《公司
“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方案》等
一系列方案措施后，激发了公司众
多员工积极参与各类职称评比的积
极性。他们有的利用业余时间参加
自学考试成人高考，提高学历满足
所评职称的学历要求，有的多方实
践论证撰写学术论文，有的积极参
与各类科技攻关项目攻克技术难
题，有的恶补英语计算机知识……
公司内掀起了一股读书、学习、钻
研、考评职称的热潮。

5月 4日，笔者从公司人力资源
科获悉，2011年，取得工程师职称
的有 7人，取得工程系列初级专业
技术职称的 16人，定职为工程系列
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 40人；取得政
工师职称的 1人，取得政工系列初
级职称 16人，定职为政工系列助理

政工师 7人；取得经济系列助理经
济师 14人，通过职称考核评定和晋
升的人员为历年之最。截止 2010年
12月底，公司人才总量 1636人，其
中党政人才 39人，公司经营管理人
才 65人，专业技术人才 152人，高
技能人才 16人；全公司大学本科学
历 98人，占 5.9%，大专学历 165人，
占 10%；党政人才大学本科学历 15
人，占 0.9%，大专学历 17人，占 1%；
经营类人才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
23 人，占 1.4%；大专学历 25 人，占
1.5%；全公司专业技术人员，本科学
历 46人，大专学历 55人。在职称结
构上，高级职称 9 人，占总数的
0.5%；中级职称 73人，占 4.4%；初级
职称 160 人，占 9.7%。公司“十二
五”人才发展规划中人才的发展目
标是：到 2015年，在地质、测量、采
矿、选矿、冶炼等重要领域培养紧缺
专门人才 95人；各门类专业技术人
才总量达到 350人，占从业人数的
18%左右，其中高级、中级、初级专
业技术人才比例为 1:3:5；高技能人
才总量达到 100人，其中技师、高级
技师达到 25人左右；企业经营管理
人才队伍 20名；在人才素质提升方
面，到 2015 年底，公司员工知识队
伍本科学历比例达到 10%，大专学
历比例达到 15%。

（何木兰）

公 司 措 施 得 力 员 工 热 情 高

提升人才素质见实效

本报讯 5月 10日袁 公司委托广西职业
病防治研究院专家体检队来为 500多名工程
队员工进行上岗前健康体检遥

此次健康体检的主要目是为了预防尧消
除尧控制职业病的危害曰防治职业病的发生袁防
范职业病危害事故曰早期发现职业病的禁忌症
以及危害健康的常见病袁 以便于早期治疗曰保
护劳动者的健康权利袁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
益遥此次健康体检为期 3天袁主要检查项目有院
胸部高千伏 x光袁肝尧胆尧肾 B超袁心电图以及
职业性查体等多项检查遥

(梁明艳 陆山)

公司组织工程队员

岗前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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