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月 25日至 29日袁华
锡集团第二届职工运功会中国象棋
比赛在大厂工人文化宫举行遥

此次象棋比赛设团体赛和个人
赛两类袁 团体赛共有 7个代表队参
加袁个人赛有 22 名选手参加袁佛子

公司共有 4名棋手参加了此次象棋
比赛遥 经过紧张对弈袁公司象棋代表
队的棋手们凭借沉着稳重的心态和
高超的棋艺最终夺下团体赛冠军袁
在个人赛中袁林爵军获亚军袁许秋雄
获第四名遥

（梁德成 徐秋红）

公司象棋代表队获华锡运动会团体第一

本报讯 6月 27日袁由华锡集团企业管理部尧质量管理
部以及中磊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组成的盘点组袁到佛子
矿业有限公司进行为期 3天的年中盘点遥
据了解袁佛子矿业公司自并入华锡集团后袁按照集团公

司的要求袁每一年进行年中和年底盘点工作遥 此次盘点袁一
方面为了集团公司顺利上市提供有力的数据凭证袁一方面
可以更准确地掌握现有实物库存量袁为生产经营提供准确
的数据信息遥
集团盘点组一行与佛子矿业公司盘点小组分别前往河

三选矿厂精矿矿仓尧原矿石储矿仓尧古益选矿厂精矿仓以
及古益矿原矿石储矿仓进行精矿尧原矿实物库存盘点遥 除
了对实物库存进行盘点外袁集团盘点组还对佛子公司的各
类生产数据尧原始台账尧统计报表逐一进行核查袁确保账物
相符遥 (梁明艳)

华锡集团到公司进行年中盘点

本报讯 7月 10日袁 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万杰芳一行
10人袁对佛子矿业公司上半年工会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指
导遥

调研组听取了公司工会主席杨守涛对上半年工会工
作的汇报遥 杨守涛就公司职工素质培训尧职工代表大会尧民
主决策等工会工作的部署和做法作了简要总结遥 他说袁在
上半年工会工作中袁佛子矿业公司工会充分发扬民主袁实行
民主管理袁结合野面对面尧心贴心尧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冶
活动袁访需求尧问实情尧解难题袁努力做好新形势下职工群众
工作袁积极为公司生产经营的中心任务服务遥

调研组对佛子矿业公司工会上半年工作给予了好评袁
同时, 要求佛子矿业公司工会下半年要进一步抓好职工小
家建设工作袁做好两型企业建设尧星级设备尧职工技能比武
大赛等工作袁 并组织好职工积极参与集团公司第十五届职
工摄影尧书画比赛尧体育运动会等活动袁切实为广大职工群
众服务遥 （陈洁瑜）

抓好职工小家建设 举办技能比武大赛

深入基层办公调研

本报讯 6月 18日袁佛子矿业
公司 2012年能源管理会议在佛子
矿区会议室召开袁古益矿尧古益选
厂尧河三选厂以及机动科等设备管
理人员参加了会议遥
据了解袁2011年公司紧紧围绕

集团公司下达的-500吨煤节能降
耗目标袁通过优化工艺流程袁把古
益选厂破碎中段的议1200圆锥破碎
机更换成 GP100S破碎机袁 磨浮中
段加装旋流器曰 通过规定古益矿尧
古益选厂尧河三选厂每月的最高用
电量袁更换 41台高能耗机电设备袁
以及加强能源管理力度等措施袁实
现节能降耗-484 吨煤袁103.2%超
额完成了集团公司下达的节能任
务袁获华锡集团节能降耗三等奖遥

会议根据集团提出的-350 吨
标煤节能考核任务袁制定了佛子矿
业公司 2012年的节能方案遥 一是

加强组织领导袁落实节能目标责任
制袁 将本单位节能目标层层分解袁
落实到各车间尧班组袁逐级考核袁加
强监督袁强化节能目标管理曰二是
建立健全能源计量尧 统计制度袁定
期报送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曰三
是挖掘潜力袁寻找切实可行的节能
措施曰四是加大节能新技术尧新工
艺尧新设备和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和
推广应用袁加快淘汰高耗能落后工
艺尧技术和设备曰五是建立健全节
能激励机制袁 对在节能发明创造尧
节能挖潜革新等工作中取得成绩
的集体和个人给予奖励袁对浪费能
源的集体和个人给予惩罚遥
此外袁会议还确定了节能管理

细则袁 落实了 2012年节能改造投
资计划袁基层单位与公司签订了节
能责任状遥

(覃雪英)

公司强化措施节省能源
努力实现今年 -350吨标煤节能考核任务

本报讯 7月 1日上午 9时袁佛子矿业公
司在佛子大酒店隆重举行庆祝建党 91 周年
暨创先争优表彰大会袁 表彰了三年来在创先
争优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遥
公司党委委员尧 各党支部书记尧 支部委

员尧党小组长尧优秀党员代表以及新入党的同
志共 120人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首先听取了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作

的 叶坚持创先争优 落实科学发展 为做好做
强佛子矿业再创佳绩曳创先争优主题报告遥报
告分为围绕主题袁 认真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成
绩显著和巩固活动成果袁建立长效机制袁推动
佛子矿业科学发展两大部分遥 叶报告曳总结了

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尧推进项目建设尧安全生
产建设尧服务职工群众尧结对共建构建和谐矿
农关系尧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尧支部创新等创先
争优工作所取得的成绩遥 报告最后还要求严
格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和要求袁 以高度负责的
态度袁改革创新的精神袁再接再厉袁扎扎实实
地开展工作袁 继续推动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
展遥从组织各基层党支部进一步总结经验袁提
高思想认识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袁按形成的长
效机制继续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曰 创新方
式方法袁 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在创先争优活动
中的推动作用曰认真开展野回头看冶袁对存在的
问题进行整改曰以创先争优为引领袁提升领导

水平袁建设野四好冶领导班子曰以先进典型为榜
样袁充分发挥作用袁推动企业科学发展五个方
面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袁 推动华锡集团又
好又快发展袁做好做强佛子矿业袁让员工群众
得到更多的实惠袁 以丰硕的成果向党的十八
大献礼浴
会议对创先争优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党组

织和个人进行了表彰遥 其中袁 机关第二党支
部尧 冶炼公司党支部被评为 2010耀2012年度
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袁 黄汉波等十名同志被
评为 2010耀2012年度创先争优 野十大先锋冶曰
机关第一党支部尧 机关第二党支部被评为
2011耀2012年度先进党支部袁杨守涛等三名同

志被评为 2011耀2012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袁
黎德斌等 63 名同志被评为 2011耀2012 年度
优秀共产党员遥

近三年来袁 公司党委严格按照 野坚持标
准尧保证质量尧改善结构尧慎重发展冶的党员发
展方针发展党员袁 为创先争优活动提供了新
鲜的血液遥 会议中袁2012年新入党的 25名同
志在鲜红的党旗下进行了庄严的宣誓 (见上
图)袁与此同时袁与会的全体党员代表们也一
起举起了右手袁重温入党誓词遥

（何木兰邓杨瑞）

创新方法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

公司召开庆祝建党 91 周年暨创先争优表彰大会
党委书记黄希文作主题报告

本报讯 创先争优墙报评比活
动是公司庆祝建党 91周年系列活
动之一袁6月 29日袁 公司党委组织
各支部书记尧党建干事对 6个党支
部出版的 6 版创先争优墙报进行
了评比遥

评比内容以支部开展的创先
争优活动为主袁以节日内容尧版面
设计尧整体宣传效果为辅袁打分采

取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
再取平均分的方式进行综合评分遥
最后袁 机关第一党支部以 93.08分
获得一等奖袁 冶炼公司党支部以
92.08分尧河三党支部以 90.42分获
得二等奖袁古益矿党支部 87.48分尧
古益选厂党支部 87.20分尧 机关第
二党支部 85.74分获得三等奖遥

（何木兰）

评比创先争优墙报
机关第一党支部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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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公司严格按照集团

生产经营的部署袁制定周密的生产
计划袁 扎实推进生产经营工作袁经
过 90天的奋战袁 矿山部分超额完
成了集团公司下达的第二季度
5500吨金属量任务遥

根据公司生产技术科综合统
计组统计袁 截至 2012 年 6 月 28
日袁公司矿山部分第二季度共完成

综合金属量 6197.933吨袁比集团公
司下达的 5500吨金属任务袁 超额
12.69% 遥 其中铅金属量完成了
2655.735 吨 袁 锌金属量完成了
3542.198吨遥 此外袁采矿量完成了
117600 吨袁 掘进量完成了 5831.6
米袁钻探量完成了 3920.2 米袁选矿
处理量完成了 116359.578吨遥

(梁明艳)

奋战 90天完成 6000多吨金属量
佛子矿业公司超额完成第二季度生产任务

本报讯 7月 3日下午袁梧州市委常委尧军分区政委黄
跃军在苍梧县常委尧县武装部政委宋耀海的陪同下袁一行七
人到佛子矿区调研遥
调研中袁 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向黄政委介绍了佛子矿

业公司的生产经营以及开展武装工作的情况遥 黄政委对佛
子公司重视武装工作并取得良好成绩表示充分肯定遥随后袁
黄跃军一行参观了古益矿尧古益选厂遥

(林江彪 杜卫东)

梧州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黄
跃军到佛子矿业公司调研

本报讯 在野七一冶建党 91周
年到来之际袁 公司党委积极开展
野党的温暖暖人心冶走访慰问活动袁
6月 27日上午袁公司党委书记黄希
文袁纪委书记尧工会主席杨守涛一
行 5人组成慰问组到困难党员家
中慰问袁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
关怀遥
慰问中袁 公司领导与老党员亲

切交谈袁亲切询问老人的生活情况
和身体情况袁并为他们每人送上慰
问金和慰问品遥 在羽赞宏老人家
里袁当公司领导了解到他的身体状
况后袁 都鼓励他积极克服困难袁保
重身体袁纪委书记尧工会主席杨守
涛还现场向他介绍了一个治疗糖
尿病的中药良方遥

（邓杨瑞）

党的温暖暖人心
公司七一慰问送真情

本报讯 6月 28日下午袁自治区国资委主任肖文荪
一行在广西有色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赋屏的陪同下袁到
佛子矿业公司 6万吨电解铅技改项目基地调研指导工
作遥

肖文荪一行视察了电解车间和综合回收生产车间
现场袁查看了冶炼产品和生产工艺流程袁并详细了解工
艺技术情况遥 在随后召开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汇报会
上袁佛子矿业公司总经理黄汉波介绍了公司近期生产经
营尧 安全环保及 6万吨电解铅技改项目建设的工作情
况袁并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思路尧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尧
下半年生产计划及主要措施进行了汇报遥肖文荪充分肯

定了佛子矿业公司技改建设所做的工作袁 同时他指出袁
一个企业的管理比建设更难袁 公司要用现代化管理理
念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袁加强职工队伍建设袁提高劳动生
产力曰要积极开发贵金属综合回收项目袁把资源优势转
化为现实优势袁增强企业发展后劲袁高薪引进骨干人才袁
把企业做大做强袁争创一流标杆企业曰要高度重视环保
工作袁一定要把环保当做硬任务袁严格落实环保责任制袁
提高环保整体水平袁推进清洁生产遥 上图为肖文荪渊右
2冤一行在冶炼公司厂区进行实地调研遥

（江壮钧 贺 琼）

自治区国资委主任肖文荪到佛子公司调研要求

积极争创一流标杆企业

本报讯 6月 18日袁苍梧县检察院党组书记尧检察长
梁琪等领导一行五人到佛子矿业公司视察指导工作袁并就
野苍梧县人民检察院服务千百十亿元企业冶 工作进行了座
谈遥 公司总经理黄汉波尧党委书记黄希文尧纪委书记杨守涛
参加了座谈遥

会上袁黄汉波总经理代表公司对苍梧县检察院领导的
到来表示欢迎袁对县检察院给予公司纪检工作的大力支持
表示感谢袁并介绍了公司的发展状况以及一些急待检察机
关协助解决的问题遥 梁琪检察长表示袁对企业生产经营中
涉及的一些法律问题袁检察机关将全力配合解决袁保障企
业正常生产遥 此外袁检察机关还将为我公司提供职务犯罪
预防尧法制教育等方面的培训袁以及提供法律咨询等相关
服务遥 （何华锋）

苍梧县检察院领导到公司调研

本报讯 7月 10日袁梧州市常务副市长李新元一行袁在
苍梧县县长李彤华尧副县长覃汝胜等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袁到
冶炼公司视察指导工作遥

在座谈会上袁 佛子矿业公司总经理黄汉波详细介绍了
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袁 并重点介绍了冶炼公司扩建锑项目
的情况遥 听取汇报后袁李副市长强调袁佛子矿业公司是梧州
市地区的骨干企业袁公司一定要重视安全尧规范管理袁将企
业做大做强袁 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遥 随
后袁李新元副市长一行深入冶炼公司电解车间尧综合回收车
间实地调研遥 (董 娟)

梧州市常务副市长李新元到
冶炼公司视察

本报讯 7月 13日袁 梧州市总工会副主席霍智一行 6
人到佛子矿业公司袁对企业劳动竞赛以及职工建家等工作
进行调研遥

在听取了公司工会主席杨守涛的工作汇报后袁霍智高
度肯定了佛子矿业公司的工会工作袁他说袁佛子矿业公司
的工会工作做得非常完善尧富有成效袁各项劳动竞赛的开
展结合实际尧针对性强遥 希望佛子矿业公司围绕企业生产
经营袁发动广大职工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尧提合理化建
议袁鼓励创造发明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遥 随后袁调研组
还到冶炼公司对该公司的职工小家建设等工作进行了检
查和指导遥 （陈洁瑜）

梧州市总工会领导到公司检
查劳动竞赛工作

PDF      pdfFactory        www.fineprint.cn

http://www.foziky.com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