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 9日，以施立荣为组长的广西区
党委第三巡视组到佛子矿业公司调研。苍梧县县
委书记叶剑强、副县长覃汝胜，佛子矿业公司领导
黄希文、杨守涛等陪同调研。
根据自治区党委的部署，此次巡视任务，主要

是对党的政治纪律执行情况；对贯彻党的十七届
五中、六中全会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中央
和自治区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对执行
民主集中制情况；对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
建设情况；对组织人事工作纪律情况；对党的作风
建设情况六大要点进行监督，督促被巡视地区、单

位弘扬优良传统和作风，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
正之风，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巡视组还参观了冶炼公司厂区，现场了解电

解铅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和产品用途，并听取了
公司党群工作以及 6万吨电解铅技改项目建设、
投资、试生产、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汇报。施立荣指
示，要积极开展各项党务工作和生产经营工作，努
力推动冶炼企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邓杨瑞 贺 琼）
右图为广西区党委第三巡视组组长施立荣

（前排左 2）一行在冶炼公司电解车间现场听取工
作汇报 。 邓杨瑞 /摄

广西区党委第三巡视组
到佛子矿业公司调研

本报讯 8月 11日，公司根据自治区有关文件
要求，慰问退休老职工中援越抗美、援老抗美、对越
自卫反击战“二次入伍”的 22名退役人员，感谢他们
为国家与企业做出贡献。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纪委
书记、工会主席杨守涛以及武装部的有关人员到部
分退役人员家中进行了慰问。 （林江彪）

公 司 慰 问 退 役 军 人

本报讯 近日，公司工会举行第二季度星级设备
评比活动，有 6台设备参评，古益坑口客货电梯和古
益坑口 260 中段 012 绞车被评为公司星级红旗设
备，古益矿红卫坑口矿用提升绞车和古益选厂
HP200圆锥破碎机获公司星级红旗设备鼓励奖。

评比活动根据集团公司《星级红旗设备标准》进
行，评比内容包括设备完好、管理制度、现场操作、点
检、维护记录、运行技术经济数据报表、基础管理资
料等方面。评比中，评委针对存在问题进行点评，要
求进一步加强完善各种制度，做到规程上墙；做好设
备点检表和保养工作表；强化现场 5S管理；做好星
级红旗设备申报材料的汇编等工作。

(唐廷杰梁斌生)

公司第二季度星级红旗设备评比揭晓

古益矿客货电梯 012绞车获星级红旗设备

7月 23日上午，10时 10分，狂风大作，大雨
倾盆，“韦森特”号台风席卷梧州地区，给矿区带
来了一场狂风暴雨。10时 20分，只见日光灯闪烁
几下后，整个河三选厂的照明全灭，停电了!

正在值班的河三选厂厂长董文球发现情况
后，立即与河三变电站联系。河三变电站马上安
排人员对设备以及高压线路沿线巡查，查线人员
徒步顺着线路从配电室出发，翻越沟渠穿过农
田，一直到选厂对面的山坡上，发现有一棵直径
30厘米，高约 8米的大树树干与高压线路相接
触，导致短路跳闸。
为了抢时间恢复供电，确保生产正常运行。

董厂长决定由值班长罗东源、黄志春、陈孟强、王
楚铭四人组成抢修组支援河三变电站抢修线路。
此时的“韦森特”还在毫不留情肆虐着大地，且事
故地点处在斜坡之上，给抢修工作带来了难度。
抢修组完成对地形的勘查后，立即决定采取砍伐
方案：砍伐大树，让其倒向西南面，这样就不会压
到东西走向的输电线路，树枝也不会悬挂到东南
走向的斜拉线上。
砍伐作业开始了，陈孟强一手猛拉柴油锯的

启动绳，柴油锯“嘟嘟嘟”疯狂地转动了，不一会
儿柴油锯已慢慢靠近树根。此时，罗东源、黄志春
和王楚铭则用力紧拉绳索，与大树进行拔河，欲
把大树向东西一侧拉倒。暴雨疯狂地打在他们脸
上，使眼睛难以睁开，他们身上冒出的汗水早已
和雨水交融在一起。经过 10多分钟的拉锯战，眼
看大树要倒下了，可这时忽然刮起了一阵强风，
把大树刮离了原来设计的方向，狠狠地挂在了电

线杆的斜拉线上。
考虑到输电线的整体安全性，抢修组 4人合

力拉绳索想把大树从斜拉线上拉下来，可是他们
出尽了吃奶的力，大树却纹丝不动。看来只有用
长梯架在斜拉线上，爬上去将挂在斜拉线上的树
枝全部砍掉，才能顺利清除障碍。抢修组在狂风
暴雨中抢修了将近一小时，大家的体力消耗很
大，无奈，只能请求救援。

20分钟后，后援人员也赶到了抢修现场。很
快他们就架好长梯，老电工李建东自告奋勇要求
上梯子执行砍树的任务。别看李建东身材不小，
上梯子却很灵活，毕竟是干了几十年电工活的老
电工了，登高攀爬早已是轻车熟路。只见他左手
抓着电线杆斜拉线，右手拿着砍刀向搭在斜拉线
上的树枝砍去，每砍断一根就清理到旁边。大家
在下面扶着梯子，生怕他会因大风吹刮而站不
稳。10分钟过去了，李建东终于成功将全部的小
枝砍掉，只剩下树干架在斜拉线上，从梯子上下
来的李建东早已全身湿透，衣服与雨衣紧紧贴在
一起，就像穿着一件贴身水衣一样。
“一二三，走！一二三，用力！”，大家合力拉

绳，口号响彻山谷，树冠在大家合力牵引下，慢慢
沿着斜拉线往下滑动，突然“嘭”的一声闷响，大
树终于重重的砸在了地面上。这时，大家悬着的
一颗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10分钟后，变电站完成合闸送电作业，厂区
恢复了正常用电，抢修任务顺利完成，大家疲惫
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黄德升)

抢修线路保供电
本报讯 炎炎夏日，持续高温，公司积极

做好各项防暑降温工作，继 7月份开展为公
司职工“送清凉”活动之后，8月份又与梧州
市总工会一起开展向劳务派遣工“送清凉”
活动。

8月 1日，梧州市总工会副主席霍智、公

司工会主席杨守涛等一行 11人，将梧州市总
工会准备的绿豆、白糖、梧州凉茶以及公司准
备的龟苓膏、王老吉等防暑食品送到佛子矿
区、河三矿区和冶炼公司等基层单位的劳务
派遣工手上。

（陈洁瑜)

夏日送清凉 关怀沁人心
梧州市总工会与公司携手开展“送清凉”活动

本报讯 7月 30日，公司开展 2012年环保事
故应急演练，演练以桌面形式进行，由演练主持
人根据模拟事故的演练程序，分别请主要参演单
位的人员回答。

公司总经理黄汉波，党委书记黄希文，副总
经理刘炜、谭建助、梁壮初、安剑刚以及公司总经
办、古益选厂、安全环保科、机动科、质检科等部
门共 35人参加了演练。
此次演练的目的是使参演人员熟悉应急演

练的各项程序和职责，检验应急方案的可行性，
提高公司应对环保事故的救援组织协调能力。演
练共设置了总指挥以及信息、专家、后勤、支援、
顾问、安全、抢险、监测、车辆、医疗、保卫 12大指
挥系统。

事故模拟古益选厂浮选车间日班发现自动

给药机出现电脑故障，丁铵黑药或苯铵黑药给药
过量，导致尾矿库废水磷超标。公司必须及时采
取应急处置，降低外排水磷指标，才能确保下游
环境不受污染。
“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要想尽一切办法，

不能让尾矿库超标的废水流到河里！”上午 10
点，在黄汉波总指挥迅速而冷静的指挥下，公司
2012年环保事故应急演练正式开始。演练人员马
上进行停机抢险，并采取措施治理尾矿库废水磷
超标。监测系统也及时对尾矿库和库外河流取水
样进行监测，12大指挥系统各司其职，确保污染
影响降到最低。经过 1个小时紧张的抢险，尾矿
库废水磷指标已控制到正常状态，应急演练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沈世江邓杨瑞)

公 司 开 展 环 保 应 急 演 练
模拟尾矿库废水磷超标确保排放安全

本报讯 7月 25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里，
100多名科室员工在写有“净化网络环境 共筑
诚信体系 从我做起”的横幅上签名，承诺做一名
诚信负责的网民，公司 2012年信息安全周活动
正式拉开了序幕。
为了更好地引导公司员工健康上网，抵制

不良网络信息，提高信息安全防范意识，同时，
喜迎十八大顺利召开，迎接集团公司顺利上市，
营造健康、稳定、繁荣的网络办公环境，公司办
公室和党委办公室牵头，机关第一团支部组织
开展了此次活动，活动分别在苍梧片区、佛子片
区和冶炼公司开展。活动的内容有四项，分别是
观看信息安全宣传片、宣读倡议书、百人签名、
信息安全培训。
活动从增强信息安全意识，当正义的佛子

人；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当文明的佛子人；坚持
理性自律，当刚正的佛子人；加强自我约束，当
道德的佛子人；规范上网作息，当健康的佛子人
五点出发，倡议广大网友以满腔的热情和扎实
的行动，坚决抵御庸俗、传播文明，做一个诚信
负责的人，保护好公司的信息安全。“如果不观
看信息安全视频，都不知道黑客那么恐怖！”公

司销售科人员罗金在观看信息安全视频后发出
了这样的感慨。随后，公司网络信息管理员何华
锋对员工进行了培训。“办公室电脑、QQ、A8系
统等都要注意设置密码以及修改原始密码，要
像保管自己的银行密码一样保护好公司的信息

安全。”何华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丰富的案
例给大家讲解了信息安全的基本原理、公司网络
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和如何进行网络安全防范。

（邓杨瑞图 /文）

公 司 开 展 信 息 安 全 周 活 动

健康上网百名员工同签名

本报讯 河三尾矿库尾矿开发取砂试验
项目是公司重点项目，项目的良好开发对公
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8月 9日
上午，公司副总经理刘炜及梧州市辉臻贸易
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庭瑞到河三尾矿库检查
调研。

在检查现场，刘炜副总经理指出，现阶
段正值汛期，要切实抓好河三尾矿库尾矿开

发利用取砂试验项目的汛期安全。在尾砂开
发方面，要求河三管理办、河三选厂与梧州
市辉臻贸易有限公司加强协调配合，做好项
目现场监管，确保项目安全环保运作。同时
还要加强与河三村、诚谏镇及运输沿线的各
乡镇的沟通，及时处理项目中出现的工农关
系、政企关系等问题，为项目运作创造良好
的条件。 (黄德升)

公司副总经理刘炜检查河三尾矿库提出防汛要求

务必抓好项目安全环保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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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从自治区总工会获悉，公司荣获
自治区 2011年度“安康杯”优胜单位。

2011年，公司以开展“安康杯”竞赛为契机，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全
面推进安全生产管理、安全文化建设、职工安全健康
培训教育，将竞赛活动与本公司安全生产、员工队伍
建设和业务工作的实际情况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
竞赛活动领导体系，以开展各种安全文化活动为手
段，不断强化员工遵章守规意识、安全自律意识、自
警意识和责任意识，企业安全生产稳步发展，较好地
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陈洁瑜 韦娟清）

坚持安全发展和谐发展

广西“安康杯”捧在“佛子”手

文化象征：“银色”的追求
使 命：以勤劳和智慧使有限资源可持续服务于社会
愿 景：银色洒满世界幸福凝聚华锡
核心价值观：诚信负责 勤奋务实 开放进取 合作共赢
基本意识：责任意识 安全意识 开拓意识 大局意识

关爱意识
职业素养：爱岗敬业 高效执行 廉洁节俭 团队至上

持续提升
经营法则：资源控制 产品技术 组织管理 人力资源

客户管理 资本经营 企业文化建设

华锡集团发展宣言

本报讯 8月 10日，梧州市总工会召开第四届全
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安康杯”表彰会。公司获得
了综合团体总分第一名和优秀组织单位奖。杨守涛
同志获得组织工作优秀个人称号。

6月，梧州市举办的第四届全市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共设钳工、车工、焊工 3个工种的比赛，公司派 9
名选手参赛。在比赛中，选手们顽强拼博、奋勇争先，
取得不俗成绩。潘爱珍、邱宗耀获得钳工、车工第三
名，并获得“梧州市技术能手”称号。

表彰会上，古益矿安全技术股、河三选厂荣获
2011年度梧州市“安康杯”竞赛优胜班组称号。

（韦娟清）

梧州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

公司拿下团体总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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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日、2日，苏家红总
经理率华锡集团生产经营相关部门负责
人到佛子矿业公司召开现场办公会议，
会议通报了有色行业目前面临的形势，
分析了佛子矿业公司上半年的生产经营
情况，并对佛子矿业公司下半年的各项
生产经营与经济考核指标重新做了调
整。
今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

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有
色金属市场价格持续震荡，材料成本仍
然居高不下，集团及下属公司都面临着
诸多困难和挑战。在生产调研会上，苏家
红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好应对准
备。同时要切实增强我们的责任意识，坚
定树立生产经营工作的信心，不断提升

业务水平，加大生产力度，努力完成各项
经营考核任务，力争今年的工资总额与
去年持平。
与会人员还就佛子矿业公司下半年

生产经营指标的调整、职工合理自住性
住房需求、苍梧县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
司的环评问题等进行了讨论。会议要求
公司各部门统一思想和行动，齐心协力，
真抓实干，顺利完成各项生产指标任务；
要求冶炼公司相关部门做好跟踪沟通，
争取尽快通过验收；要求大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着力稳定职工情绪，想方设法创
造条件让公司骨干人才发挥才干，确保
公司稳步发展。

(徐敏霞 /文 邓杨瑞 /图)

坚定信念完成目标任务
苏 家 红 总 经 理 到 佛 子 矿 业 公 司 现 场 办 公

本报讯 7月 24日，自治区劳动争议预防调解
示范工作座谈会在南宁召开，公司两名劳动争议调解
员参加了会议，并代表梧州市开展劳动争议预防调解
示范企业作了经验介绍。
近年来，公司从单位的实际出发，积极做好劳动

争议预防调解工作，努力实现推进企业科学发展与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双赢”。公司在完善组织机构，加
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预防调解工作制度，妥
善处理争议事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公司
没有发生劳动争议诉讼案件，2011年被梧州市确定
为开展劳动争议预防调解示范企业，2012年 7月，由
该公司工会拟写的《积极开展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工
作，促进劳动关系稳定构建和谐企业》被编入自治区
《劳动争议预防调解示范工作的经验材料》。

（严 媛）

自治区劳动争议预防调解示范工作座谈会召开

公司作为示范企业介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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