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效创新 克难攻坚

谢臻袁男袁34岁袁冶炼公司党支部委员尧生产技术部
副经理遥 渊见上图冤
人生的格言院不懈奋斗袁生命才有辉煌曰努力学习袁

思想才有灵光遥
他踏实肯干袁求真务实袁坚持原则袁具有较强的创

新开拓精神袁 为冶炼公司的顺利投产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遥

围绕公司 2012年的经济责任制目标袁他制定了有
关车间的试机试产方案袁 及完善车间的岗位技术操作
规程遥 深入作业现场袁了解各车间的技术指标情况袁把
好各车间的配料工作及技术指导袁 对一些技术比较薄
弱的或是常出现问题的岗位袁 有针对性地进行现场的
培训指导遥 在工作中针对车间出现的问题袁他向公司领
导提出许多良好的建议和意见袁比如院鼓风炉的富氧鼓
风改造袁鼓风炉渣口尧铅口的烟罩改造袁电解车间的锅
罩改造袁 贵金属收尘系统等十多项技改项目都得到了
很好的应用遥 并根据集团公司下达的生产经营任务指
标均衡地开展各项工作袁 从工程进度督促到试机试产
及各车间的投产工作袁做到稳定有序地进行遥 他带领本
部门包括调度室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袁 充分发挥生
产调度职能作用袁及时协调或解决各车间存在的问题袁
做好各车间的技术资料收集及整理遥 他还组织开展一
系列的活动袁比如院每月进行清洁文明卫生大检查尧设
备定检尧生产技能比武尧节能减排等活动遥 使公司生产
技术尧设备管理尧安全尧环保尧卫生等各项工作得到较好
地开展遥

梁斌生袁男袁41岁袁古益矿机动能源股股长尧矿长助理遥
渊见左图冤
人生格言院今天你是否成功袁取决于你昨天的态度,今

天的态度决定了你明天是否成功遥
23年如一日袁扎根矿山袁吃苦务实袁勤奋工作袁用赤

诚的情怀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情操袁
在平凡的岗位上创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遥他主要负责古益矿
机电设备管理尧能源管理尧成本核算和材料预算等工作遥在
设备管理中袁他定期开展日常点检和检修工作袁组织相关
人员每周对设备巡检袁对不合格项限期整改袁2011年共整
改项目达 200余次袁完成检修设备 30台渊次冤袁全年设备无
重大安全整改袁设备运作率达 98%遥 在他主管的井下客货
电梯中袁由于设备管理得当袁2011年获华锡集团红旗设备
奖遥 在他开展实施的电机车维修课题中袁电机车维修率下
降 30%袁 电机车入厂返修率大大降低袁 节约成本近 28万
元袁 电机车马达维修的质量显著提高袁 比常年维修下降
50%遥 他合理安排备件计划袁加强修旧利废袁完善班组成本
考核曰成立成本考核小组完善管理袁考核指标细分到每个
员工袁仅此一项为矿节约材料成本约 28.5万元曰他积极发
挥自身特长袁开展义工服务活动袁2011年至今共为群众义
务维修家用电器达 50多台渊次冤袁获得了群众的普遍好评遥

黄敬忠袁37 岁袁 大学本科学
历袁选矿高级工程师袁现任古益选
厂副厂长遥 渊见右图冤

人生格言院勤事尧博学尧精技遥
正如该同志的一句人生格

言袁 完美地体现了他的追求与理
想遥 黄敬忠爱岗敬业袁工作踏实肯
干袁精通本职业务袁在各项工作中
积极发挥带头作用袁 配合厂领导
班子打破常规袁勇于承担风险袁善
于探索新思路尧新方法袁工作效率
高袁并廉洁自律袁在群众中树立良
好的形象袁被评为公司劳动模范遥

勤事--黄敬忠说实话尧 办实
事尧 求实效袁 认真实践科学发展
观袁 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袁 勤政为
民袁求真务实袁甘于奉献遥 古益选
厂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袁 有他
立下的汗马功劳院 2011年底袁古
益选厂 1#分级机成功技改曰2012

年上半年提前完成一尧 二季度生
产任务曰 2011年至今安全事故为
零遥
博学--不求一技之长袁 灵学

多变袁只求为企业创效益遥 通过多
学多推广活动袁 组织厂员工搞好
QC 活动尧合理化建议袁并获多项
奖励遥

精技--利用自身博学多长袁
攻克多个技改难关袁 致力于提高
产品质量袁 特别是在安全环保工
作方面尽心尽力袁 是一个合格的
野环保卫士冶遥

作为厂班子成员袁 他带头遵
守单位制度袁率先垂范袁既管学习
又管思想作风袁 积极协助支部做
好党建工作袁 推广好党员一句话
承诺工作袁 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
政治业务素质遥

覃雪英袁女袁50 岁袁公司党办干事尧公司女职
委员遥 渊见右图冤
人生格言院灵魂在耕耘中净化袁信念在耕耘中

升腾遥 转首回望袁耕耘后是一片清新的天地袁一个
绚丽的人生遥

她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袁都恪尽职守袁干一行袁
爱一行袁专一行遥 她是一位好老师袁28年的教书生
涯袁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生遥她是一位尽
职尽责的基层宣传工作者袁她扎根基层袁深入矿区
采写新闻报道袁厂矿尧车间常常能看到她忙于采访
的身影遥她是年轻通讯员的好老师袁她把培养年轻
通讯员当己任袁经常与年轻通讯员交流写作心得袁
共同进步遥她是一位尽心尽责的女职委员袁每天晚
上袁 在矿区健身房里袁 有她带领舞伴们练舞的倩
影遥 公司每年举办纪念野三八冶活动表演的大型健
身舞多来自她的教练遥她是女工姐妹的贴心人袁哪
个姐妹不开心袁都喜欢与她聊一聊袁哪个姐妹有困
难袁她都会热情地帮一把遥

潘爱珍袁女袁41 岁袁中共党员袁
河三选厂机修工遥 渊见上图冤
人生格言院 一个优秀的员工要

勇于挑战自己袁战胜自己遥
多年来袁潘爱珍时刻不忘以优

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
以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无私奉献的
精神袁 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袁践
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袁她凭借自己
的顽强意志袁 精湛的技术技能袁实
现了人生的转变袁在佛子这个舞台
上不断展现自我袁 也赢得了领导尧
同事的称赞遥 2011年袁她参加华锡
集团公司第 12 届职工技能比武袁
发挥出色袁技压群芳袁战胜了 10多

名男性竞争对手袁摘取钳工项目桂
冠袁成为第一位女状元遥 2012年袁
她参加梧州市第四届职工职业技
能比赛袁获得钳工工种第三名遥 出
色的工作业绩让她多次荣获上级
表彰袁2009 年被评为公司先进工
作者袁2010年尧2012年被评为佛子
公司尧 华锡集团优秀共产党员袁获
得梧州市野五一巾帼标兵冶尧佛子矿
业公司劳动模范尧华锡集团劳动模
范尧华锡集团十佳野五一巾帼标兵
野尧2010耀2012年度梧州市国资委尧
华锡集团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等殊荣遥

安剑刚袁男袁38岁袁广西佛子矿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尧 冶炼公司总经理遥 渊见下
图冤
人生格言院为人做事 求真务实
自 2011年 5月到冶炼公司担任总经

理以来袁在工作岗位上他始终如一袁严谨
求实尧勤奋刻苦尧兢兢业业遥 同时袁作为一
名共产党袁他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袁很好地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遥

在工作上袁面对新工艺尧新技术尧新装
备尧新员工袁他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袁深入基层尧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袁充分
发挥专业技术水平强的优势袁指导技术人
员先后完成了各岗位的技术尧安全尧设备
三大操作规程尧试车方案尧事故应急预案
及岗位职责的编制袁并对员工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培训遥 每次试机
生产他都亲临一线坐镇
指挥袁 底吹炉试机时他
连续工作三十多小时袁
直到生产正常了袁 才离
开车间遥 管理上他从建
章立制入手袁 狠抓公司
基础管理袁 先后制定了
叶经济承包责任制曳尧叶设
备管理制度曳尧叶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曳尧叶清洁文
明生产管理办法及考核
细则曳 等制度并严格执
行袁 使各项生产管理规
范化尧制度化遥 试产中袁
由于生产工艺设计及设

备安装的问题袁使整个工艺不能流畅运行袁
他组织技术员深入剖析根源袁 解决调试难
题袁先后完成了多项技术整改袁有效确保了
生产的顺利进行遥一年多来袁凭着求真务实
的精神袁在宏观上着眼袁在细节上把握袁与
公司全体员工一起坚定信心袁真抓实干袁攻
艰克难袁积极开拓袁努力化挑战为机遇袁各
项工作扎实稳妥推进遥从 8月以来袁所有车
间均一次性试产成功袁 顺利实现 6万吨铅
冶炼技术改造项目主工艺流程的贯通袁产
出合格铅锭尧银锭产品遥目前冶炼公司各项
工作已全面走上正轨遥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袁他表现突出袁具有

较强的领导力尧影响力和大局意识袁以高度
的责任感尧使命感和工作热情袁深刻的影响
着公司党员尧干部袁影响着周围的员工遥

黄汉波袁 男袁54
岁袁 广西佛子矿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尧 党委
副书记遥 渊见右图冤
人生格言院 心底

无私天地宽遥
谈话间亲和谦

逊袁 举手投足儒雅质
朴袁 做起事来眼光独
到尧思维缜密袁这就是
佛子矿业公司的 野火
车头冶要要要黄汉波遥今
年 54岁的他袁在佛子
矿业公司任职多年袁
深化企业改革袁 做好
公司各项生产经营管
理工作袁 使企业迅速
成长为集采选冶为一
体的桂东南地区优秀
中型国有控股企业遥
企业靠利润生存袁 科学合理的追求利

润的最大化是确保企业正常运转尧 职工队
伍稳定尧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遥 黄汉波狠抓金
属产量和质量尧降低生产成本袁充分调动各
单位尧部门的生产经营积极性遥 在他的带领
下袁企业发展形势良好袁生产经营尧安全环
保工作出色遥 2011 年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3.52 亿元袁利润总额 8306 万元袁上交税金
7566 万元袁 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遥 2009 至
2010年探明矿石储量 807万吨袁 新增矿产
品潜在价值约 35.98亿元袁 使公司摘掉了
野全国资源枯竭危机矿山冶 的帽子袁2010年
公司通过国家金属非金属矿山三级企业安

全标准化考核验收遥 2011年顺利通过上市
环保审核及清洁生产审核验收遥 在创先争
优和党组织建设年活动中袁 黄汉波锐意进
取尧努力奋斗袁在他的带领下袁班子紧密团
结袁公司各项工作开展顺利袁科技工作屡结
硕果遥 攻关项目野铜铅锌硫化浮选分离药剂
制度的研究与应用冶获得 2010 年度野广西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冶曰2011年获全国矿产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评比四等奖曰2011 年
获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先进集体遥

野心底无私天地宽冶袁黄汉波在工作中用
厚重的责任感和踏实的工作作风很好的诠
释了佛子矿业公司野火车头冶这个重要的角
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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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鉴广袁男袁35岁袁机关二机动科一名
机电工程师遥 渊见左图冤

人生格言: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袁不
驰于空想袁不鹜于虚声袁而惟以求真的态度
做踏实的工夫遥
他恪守着自己的人生格言袁 一路走来袁

红旗矿区根根电杆上的野五线谱冶袁有他为
矿山谱写的乐章曰电荒时期袁有他穿梭在变
电站与生产车间之间的身影曰 节能降耗的
荣誉中袁有他智慧尧严谨工作的结晶曰在矿
山的每个角落袁 都洒下了他辛勤的汗水
噎噎遥 他就是这样袁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
平凡的事袁默默的奉献自己遥

唐崇才袁男袁33 岁袁机械
助理工程师袁 现为古益矿矿
长助理遥 渊见上图冤
人生格言院有劳不一定有

获袁不劳就一定不获曰如果你
懂得如何安排昨天尧今天尧明
天袁你就懂得了把握人生遥

11年来袁 唐崇才不论工
作环境多么艰苦袁 不管工作
岗位怎样变动袁 都一直在矿
山里辛勤地耕耘着希望袁收
获着喜悦袁 用默默无闻的行
动奏响了一曲曲青春激昂的
凯歌遥 他在工作期间袁不忘自
我野充电冶袁刻苦钻研业务袁不
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层次遥 富
有创新思想的他袁 对绞车高
速联轴器的串销进行技术革
新袁 使以往三天换一次联轴
器串销缓冲胶延长到两个月

才更换一次袁很好地提高了设
备的使用率遥他向厂家提出改
进空压机油气分离器芯子装
置袁耗油量减少了一半袁有效
地降低了生产成本遥 2011年袁
他带领设备技术人员针对电
机车尧装岩机等设备出现的故
障进行研讨袁并大胆进行技术
创新袁 有效减少了设备故障
率尧提高了设备运转率袁设备
完好率达 95%以上袁收到的间
接经济效益超过 30万元袁共
为公司节约成本约 51 万元遥
他指导安装古益矿空压机尧红
卫竖井大检修尧红卫 300中段
新斜井竖井吊桥等重点工程袁
累计为公司节约各项成本近
40万元遥 在工作中他理性尧细
致尧吃苦耐劳尧责任心强袁用辛
勤的汗水浇灌精彩的人生遥

覃日雄,男,37岁袁公司纪委副
书记兼监察室主任尧物监办主任尧
团委书记遥 渊见上图冤
人生格言院坚持就是胜利

纪监审的工作强度高尧 压力
大尧困难多袁纪委的同志们常常有
怨言袁作为科室负责人袁他常对大
家说 野我们维护的是公司和群众
的利益袁难办也要办袁有压力我顶
着袁不好开口的事我来说遥 冶这话
如同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遥
2011年袁纪监审为公司节约 489.5
万元袁成绩不菲遥 与此同时袁他扎
实开展纪委工作袁 要求纪监审的
同志们加强学习尧在学习中创新袁
为此他搬来书柜袁 为同志们开辟
读书园地袁 为同志们带来了丰富
的精神食粮袁 进一步提高了同志
们的战斗力遥2009耀2011纪监审办
公室连续 3年被评为集团先进集

体袁 而他也被公司和集团评为先
进个人遥

他深知团委的工作关系到青
年的成长和公司的未来袁野青年的
发展就是公司的发展袁 青年成才
公司才会成功冶袁 他是这样想的袁
也是这样做的遥 他积极推动导师
带徒尧技能比武等活动的开展袁鼓
励青年创新创效袁并以勤恳务实尧
开拓进取的工作态度袁 以身作则
为青年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遥 公
司团委获 2011年度广西野五四红
旗团委冶尧 2010尧2011年度梧州市
野五四红旗团委冶等荣誉遥

在这样丰硕的成果面前他仍
旧保持谦虚袁他说野这些都是大家
共同努力的结果袁 并不是我个人
的袁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遥 冶从
朴实的话里大家都明白他付出的
心血和汗水遥

一、自治区国资委
1、2010～2012 年全区国有企业
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古益矿党支部

2、2010-2012年全区国有企业创
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杨 新

二、梧州市
1、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支部：
古益矿党支部

2、优秀共产党员：黄汉波
三、梧州市国资委
1、2010-2012年度创先争优先进
基层党组织：

机关第二党支部
2尧优秀共产党员：
黄汉波尧唐崇才尧潘爱珍

四、有色集团
1、2011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

机关第二党支部
2、优秀工厂党员：
唐崇才

3、优秀党务工作者：
白先乐

五、华锡集团
1、创先争优十大先锋人物：
唐崇才

2、先进基层党组织：
古益选厂党支部

3、优秀共产党员：
黄汉波尧潘爱珍

4、2011年度红旗党支部：
机关第二党支部

5、先进党支部：
古益选厂党支部

6、优秀党务工作者：
白先乐尧黄达旺

7、优秀共产党员：

唐崇才尧陈达源尧卢英才尧黄敬忠尧
潘爱珍尧梁胜文尧黄鉴广尧覃雪英尧
黄汉波尧杨丽贞尧安剑刚尧谢 臻
六、广西佛子矿业有限公司
1.2010～2012 年度先创先争优
“十大先锋”：
黄汉波 覃日雄 黄鉴广 覃雪英
黄敬忠 唐崇才 梁斌生 潘爱珍
安剑刚 谢 臻

2.2010～2012 年度创先争优先
进集体：
机关第二党支部
冶炼公司党支部

3.2011～2011 年度先进基层党
支部：
机关第一党支部
机关第二党支部

4、2011～2011 年度优秀共产党
员（63名）：
黄汉波 黎德斌 黄 宁 梁日华
朱名洁 梁丰凡 杨丽贞 唐小霞
覃日雄 侯文生 刘 炜 江 河
黄鉴广 邓万球 吴先学 罗红捷
林江彪 邓海良 覃雪英 李 殷
梁禄兴 黄敬忠 邓振钢 黄成东
王喜光 唐崇才 陈达源 卢英才
梁斌生 刘 敏 李远明 魏朝宁
杨永超 唐智东 陈彦峰 谭 通
陈 翔 周世飞 董文球 潘爱珍
梁胜文 蓝球新 赖泽光 刘汉礼
姚丽芬 安剑刚 骆 扬 陈子林
叶年炼 文艺琨 梁达曦 刘景文
麦少迪 李巧明 曾庆华 陈正清
李广芳 李远修 陈仪信 黄显章
梁华全 唐盛才 祝如盈
5、2011～2011 年度优秀党务工
作者：
白先乐 杨守涛 杨 新

光 荣 榜

有压力我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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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火车头” 履职践诺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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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版材料由邓杨瑞尧吴泽林尧唐廷杰尧梁胜文尧贺琼尧邓振钢尧覃雪英尧
林江彪 提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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