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月 5日袁梧州市国税局副局长何小春一
行 6人到冶炼公司调研遥 何副局长认真听取了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等方面的汇报后袁 对冶炼技改项目建设投
入尧 生产原料供应以及员工的文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
解遥 他表示袁希望与冶炼公司进一步加强沟通与交流袁
增强税企之间联系袁切实做好纳税的服务工作遥

（贺 琼）

增强税企联系

本报讯 5月 16日袁公司团委召开了野高举团
旗跟党走冶学习胡锦涛野五四冶讲话精神座谈会遥 共
青团梧州市委书记唐云凯等团市委领导袁 公司领
导杨守涛以及团委相关人员和青年代表共 20 人
参加了座谈会遥

5月 4日袁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成立 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袁总书
记的讲话深刻揭示了党与青年尧 国家与青年的关
系袁进一步指明了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尧成长道路
和共青团的基本职能尧目标任务袁总书记对青年的
5点希望也为广大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遥公司团委

书记覃日雄首先带领大家学习胡总书记讲话精
神袁随后袁公司青年代表发表了胡锦涛总书记重要
讲话的学习心得遥 公司党办小邓表示袁胡总书记对
青年 5点希望中的野希望广大青年坚持刻苦学习冶
让她感受颇深袁 她认为时代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给予广大青年如此广阔的成长舞台袁 我们
青年就更应该珍惜机会刻苦学习袁 把书本知识和
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袁深入基层一线袁在实践的熔炉
中增长见识尧砥砺品质尧强化本领遥 公司办公室小
何认为袁当代青年应该坚持理想袁不要有野随便冶尧
野无所谓冶的生活态度袁不要失去斗志袁工作中会遇

到许多艰难险阻袁要敢于面对袁他表示将继续坚持
理想尧 艰苦奋斗袁 把个人的发展和企业发展相联
系袁不断检视自己的前进方向遥

共青团梧州市委书记唐云凯指出袁 佛子矿业
公司团委在整个梧州地区率先学习胡总书记五四
重要讲话精神袁充分体现了队伍的先进性袁希望佛
子矿业公司团委深入贯彻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袁继续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开展好共青团工作袁打
造品牌项目活动袁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袁为青年成
长成才服务遥

公司领导杨守涛在会上提出几点要求袁 一是
各团支部要成立学习小组袁 学习贯彻落实胡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遥 二是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
心袁深入实施四大工程袁开展好青年振兴计划袁为
企业培养出一批企业发展需要的青年高技能人
才遥 三是坚持党建带团建袁开展野推优育苗冶尧团支
部工作竞赛等活动遥 （黄 双）

公司团委召开座谈会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五四”讲话精神

深入基层办公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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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野今天我们对耶华锡爷这两个字有
了全新的诠释要要要耶物华天宝袁永锡不匮爷袁它提
升了华锡的厚重感和使命感袁 赋予了新时代的
意义遥我坚信只要我们从我做起袁从身边的事做
起袁努力践行我们的发展宣言和行为准则袁我们
一定可以勘出未来袁采出幸福袁选出价值袁冶出
卓越华锡浴冶在华锡集团企业文化核心理念发布
推广会上袁 华锡集团总经理苏家红的发言坚定
有力袁鼓舞人心袁充分展示了华锡集团在企业文
化构建上的坚定信心遥

5月 23日袁华锡集团在柳州召开了企业文
化核心理念发布推广会暨企业文化高级培训
班袁 正式掀开了华锡企业文化宣贯落地工作的

序幕袁 这是华锡集团企业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遥 集团公司高管尧各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尧企业
文化内训师及机关全体员工 250余人参加了大
会袁 佛子矿业公司 6名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会
议遥

据了解袁 华锡集团于 2011年 10月与华夏
基石渊北京冤企业文化顾问有限公司共同合作袁
梳理和提炼华锡集团的企业文化袁 经过半年多
的努力袁项目组共查阅了近百万字的资料袁发放
了 1100多份调查问卷袁 对 58名中高层管理人
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袁召开了 5次员工座谈会袁整
理了 23万字的访谈记录袁最终形成了叶华锡集
团企业文化诊断报告曳遥 在此基础上袁经过集团

公司中尧高层多次反复讨论袁逐条修改袁几易其
稿袁终于形成了目前的第一阶段成果要要要叶华锡
集团发展宣言曳和叶华锡集团行为准则曳遥
在发布推广会上袁集团公司总经理尧党委副

书记苏家红发表动员讲话袁 并对企业文化落地
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遥 他要求各单位充分认识
企业文化对于集团公司改革发展的意义袁 做好
宣贯落地工作曰各级管理人员袁尤其是高管和中
层以上管理人员要做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和示范
者曰 要建立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的企业文化考核
评价和奖惩机制曰希望各级管理者要持之以恒袁
常抓不懈袁要持续改进袁不断提升袁使企业文化
在员工的思想中不断传承下去袁 成为企业的灵

魂和精神支柱遥
5月 23至 24日袁华夏基石渊北京冤企业文

化顾问有限公司对集团各二级单位的企业文化
内训师进行了培训袁 并对企业文化宣贯落地工
作进行了安排遥
目前袁佛子矿业公司已向职工发放了 2200

本叶企业文化手册曳袁2012年下半年将大力开展
企业文化宣贯落地工作袁 公司 3名企业文化内
训师将与全体职工解读 叶华锡集团企业文化发
展宣言曳及叶华锡集团行为准则曳遥

（邓杨瑞）

银色洒满世界 幸福凝聚华锡
华 锡 集 团 发 起 企 业 文 化 宣 贯 总 动 员
佛子矿业公司已开展前期工作

本报讯 近日袁 佛子矿业公司被评为
2010耀2011年度广西大中型工业企业联网直
报统计工作先进单位袁 公司连续 4年获此殊
荣遥
据悉袁 佛子矿业公司十分重视统计队伍

的建设袁统计从业人员 100%持证上岗袁公司
还定期组织统计人员参加各种统计培训袁不
断提高业务水平曰在统计工作中袁统计人员依

法统计袁坚决抵制各种统计违法行为曰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袁做到不虚报尧不漏报尧不迟报曰
公司严格按照集团公司的要求袁 不断完善各
类统计原始台账的收集尧整理尧归档以及保存
工作袁使之更规范更标准遥在对外报表的报送
工作方面袁 公司还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
法袁层层把关确保统计报表准确无误遥

（梁明艳）

公司四年连获区联网直报统计先进单位

本报讯 6月 6日袁广西有色集团公司董事长李阳
通率领导班子到佛子矿业公司调研袁 佛子矿业公司总
经理黄汉波尧党委书记黄希文尧副总经理安剑刚等陪同
调研遥

李阳通董事长一行深入冶炼公司电解车间尧综合
回收车间等生产现场实地调研袁 详细了解冶炼的生产
与各项指标情况袁 他对冶炼公司生产流程的打通和试
产取得阶段性成果表示赞许和肯定遥 在谈到冶炼公司
技术改造与后续项目建设时袁李董事长指出袁公司要尽
快推进锑项目的建设步伐袁该项目是企业快速尧健康发
展的需求袁同时也是企业增产增效的关键项目遥在抓好
后续项目建设的同时袁要努力抓好生产经营袁确保生产
稳定遥要高度关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袁加强安全环保
和保卫工作遥 （贺 琼）

加快推进锑项目建设步伐

本报讯 5月 31日袁公司总经理黄汉波尧总经理助
理李国荣到河三选厂检查指导安全生产工作遥
黄汉波一行首先来到河三选厂尾矿库袁他强调袁汛

期来临袁一定要抓好尾矿库汛期安全管理工作袁认真落
实野24小时值守制度冶袁确保尾矿库安全万无一失遥 黄
汉波对河三选厂采取多样措施有效抑制粉尘袁 为职工
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表示了肯定遥同时他还强调袁要切
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环保工作袁 抓好尾砂开发利用项目
的安全和环保监管工作袁确保安全生产尧达标排放曰要
抓好技改工程进度曰 要逐步改善厂区尧 车间的工作环
境袁为安全生产尧职业病预防创造更好的条件曰要做好
选厂旧宿舍区利用规划袁 为选厂后继发展创造良好条
件遥 （黄德升）

安全生产 达标排放

本报讯 6月 6日袁 佛子矿业公司副总经理刘远
德尧副总经理刘炜深入佛子矿区袁会同生产科尧机动科尧
基建组尧古益矿尧古益选厂的有关人员袁对古益矿的新
办公楼以及周边的基建规划袁 古益选厂的技改基建项
目进行现场调研遥 随后调研人员对佛子矿区今后几年
的基建项目的整体规划以及如何加快矿区基建项目的
步伐进行了探讨遥 （覃雪英）

深入矿区调研基建项目

本报讯 5月 14日尧15日袁华锡集团生产管理部
经理邓应兴一行来到佛子矿业公司指导工作遥

在冶炼公司袁邓应兴先后深入电解车间尧综合回
收车间尧 烟化炉工段等生产一线现场了解设备运转和
生产情况遥并对如何提高产量提出了要求袁一是要重点
抓培训袁 针对重点生产岗位进行培训并与 QC活动相
结合袁利用集团公司的优秀 QC成果袁吸取来冶公司的
优秀经验袁积极开展技能知识的教育与培训遥二是要加
强设备的安全管理与应用袁设立专门的能源管理机构袁
配备专人管理尧巡检袁制定维修计划袁提前准备备品备
件袁认真做好设备的维护尧保养尧年检袁要确保设备正常
运转遥

在佛子矿区袁邓应兴一行首先听取了公司副总经
理刘炜对公司 2012年 1月至 5月的生产经营情况汇
报袁接着前往古益矿了解 6K伏自动升压技改工程的进
展袁以及古益矿的总体规划设计遥 随后袁还对落实更换
高耗能产品工作进行了检查遥调研中袁邓应兴要求佛子
矿业公司要上下一心继续奋战 45天袁完成集团公司下
达的第二季度 5550吨金属产量任务袁并在切实抓好安
全尧环保工作的同时袁还要在节支增效上多下功夫袁在
达标超产上深挖潜力袁 为公司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遥

（梁明艳 刘 炜 贺 琼）

确保设备正常运转提高产量

本报讯 5月 16日袁梧州市银监局纪委书记尧副局
长梁庆均携苍梧县农行行长尧副行长到冶炼公司调研遥
梁庆均一行参观了冶炼重点生产车间袁 并听取了公司
总经理安剑刚对生产经营情况的介绍遥梁庆均表示袁将
大力支持企业流动资金的需求袁 为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壮大提供服务遥 （贺琼）

大力支持企业流动资金需求

本报讯 今年是创先争优活动
总结之年袁 公司党委拟在建党 91周
年期间组织开展系列活动袁迎接建党
91周年袁献礼十八大遥
系列活动有 12项袁 现正在密锣

紧鼓地进行遥 活动分别是党支部尧党
员野双评冶活动曰党支部尧党员野岗位履
职践诺冶 活动曰野我为党旗添光彩冶党
员志愿者服务活动曰野党的温暖暖人

心冶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活动曰创先争
优墙报评比活动曰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活动曰野一颗红心永向党冶新党员入党
宣誓活动曰组织观看叶郭明义曳尧叶杨善
洲曳尧叶飞天曳党员故事活动曰党建工作
检查活动曰创先争优活动总结表彰大
会曰 党支部换届改选活动曰 感恩尧诚
信尧广西精神大家谈尧富民强企我先
行主题征文比赛活动遥 （何木兰）

公司党委开展十二项活动

喜迎党生日 献礼十八大

本报讯 今年 4月 13日动工的公司矿区
大学生公寓楼袁 已于 6月 8日顺利完成平整土
地尧开挖地基尧地基捣制等基础设施建设遥
据了解袁 近年来公司为了增强专业技术人

才队伍的力量袁 共招聘大专以上学历大学生约
90 人渊不包括冶炼公司冤袁其中在佛子矿区生产
一线工作的大学生共有 40多人袁他们目前仍然

住在矿区单身宿舍楼袁 矿区单身宿舍楼是八十
年代建的房子袁经过二十多年的使用袁目前已略
显破旧袁 生活基础设施也难以满足大学生的居
住需求遥公司为了改善矿区大学生的居住环境袁
决定兴建大学生公寓遥 大学生公寓楼占地面积
226㎡袁为五层结构袁每层 7套袁可提供 35套房
子遥 （覃雪英）

矿区建起大学生公寓楼
目前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 5月 10日袁公司开
展 2012年第一季度红旗设备评
比活动袁河三选厂破碎车间的圆
锥破碎机-S75BX被评为红旗设
备袁古益选厂破碎车间的圆锥破
碎机-HP200获得鼓励奖遥

据了解袁参加此次评比活动
的还有另外两台设备袁分别是古

益矿竖井客货电梯和古益矿 260
中段 012线矿用提升绞车遥 此次
评比的项目包括设备完好性尧维
修状况尧 设备机台长问答等袁并
结合设备的基础资料尧日常维护
记录尧设备能耗与生产指标等情
况进行综合评定遥

（黄德升韦娟清）

公司评比一季度红旗设备
河三选厂圆锥破碎机夺第一

本报讯 5月 21日晚袁华锡集团第二届
职工运动会在大厂镇高峰公司体育馆隆重开
幕遥佛子矿业公司工会主席杨守涛率公司男尧
女气排球队 圆园多人参加了开幕式遥
据了解袁 此次运动会共有气排球尧 兵乓

球尧桥牌尧钓鱼尧中国象棋尧篮球尧羽毛球七个
项目袁其中袁气排球比赛于 5月 21日至 24日
晚率先在高峰体育馆及大厂文化宫举行袁其
余项目分别在 6月份和 9月份举行遥

参加气排球比赛共有 16支代表队遥 比
赛中袁 公司男尧 女气排球队在赛场上奋勇拼

搏袁 频频上演凌厉扣杀尧 惊险救球的精彩画
面袁 打出了佛子人顽强拼搏尧 永不服输的精
神遥经过 4天 6场激烈的比赛袁公司男子气排
球队一路过关斩将袁 在决赛中以略输一分的
成绩夺取了亚军遥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尧工会
主席张俞明也在赛后表示袁佛子矿业公司男尧
女气排球队在本次比赛中表现出色袁 充分发
扬了团结协作尧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遥上图为
公司男子气排球队渊右冤正在与铜坑男子气排
球队进行精彩对决遥

（杨槟光 梁潇 图 /文）

华锡集团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开幕
公司男子气排球队勇夺亚军

本报讯 6月份是 野安全生
产月冶袁在 5月 28日召开的公司
生产调度会上袁总经理黄汉波强
调袁要以此为契机, 采取一系列
措施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遥

黄汉波指出袁要加强井下采
场尧天井尧斜井的现场管理袁用高
清视频对井下主要斜井实施 24
小时监控曰 加强药剂的使用管
理袁确保废水达标排放曰开展员
工安全救护知识培训创新安全
管理办法曰加强对工程队员工的
监督力度袁做好现场管理袁确保
安全曰 从 6月 6日的日班起至 7
月 1日零点班止, 公司实行管理

人员野安全月冶期间下井值班带
班制遥

据悉袁公司在野安全生产月冶
里袁还将开展 11个野一冶活动院读
一本安全生产的书尧看一部安全
教育录像尧 提一条安全生产建
议尧查一次安全事故隐患尧搞一
次安全生产培训尧开一次安全事
故案例分析会尧开展一次安全标
准化评比活动尧出版一期安全宣
传专题墙报尧办一次野共建绿色
矿山袁共享安全冶主题征文比赛尧
办一次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尧组织
一次事故应急演练遥 渊何木兰冤

“安全生产月”强化安全生产
公司“多管齐下”、“软硬兼施”

6月 6日,广西有色集团董事长李阳通率领导班子到佛子矿业公司调研，图为李阳通董事长（中）在冶炼公司综
合回收车间仔细查看电解设备。 贺 琼 摄

本报讯 6月 12日袁 华锡集团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佛子矿业公司召开袁
华锡集团各二级单位保卫科科长及综治办干事
共 35人参加了会议遥

交流会上袁各二级单位保卫科科长及综治
干事对佛子矿业公司 2011 年尧2012 年综治台
账进行查阅袁就如何制作尧收集尧整理工作台账袁
在今后如何开展治安保卫工作等重点难点问题
进行讨论遥同日下午袁保卫部经理田伯双还带领

与会人员到冶炼公司参观袁 重点查看了调度中
心监控室尧物料车间尧综合回收车间尧厂区围墙
及重点部位监控摄像情况袁 大家结合现场情况
就如何加强贵金属车间治安保卫工作提出了宝
贵意见遥田伯双指出袁保卫部门要加大安全防范
制度的执行力度袁层层落实岗位责任制遥要增强
责任心袁 加强内部安全检查袁 积极整改安全隐
患遥 要强化措施袁加强人防尧物防尧技防袁严密防
范盗窃分子有机可乘遥 (林江彪 贺 琼)

集团综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佛子召开

人防物防技防强化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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