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 23日袁 国家级重
点新设备 FBCDZ 系列煤矿地面用
防爆抽出式对旋轴流通风机落户古
益矿石门矿区 401井口遥 此前的一
天袁古益坑口 20中段 9线也安装了
华锡集团 A 类设备 2 米双滚筒绞
车遥 这两个设备运行后将进一步提
高古益矿井下的矿石提升尧 运输能
力袁完善井下通风袁为安全生产提供
保障遥

据了解袁FBCDZ系列煤矿地面
用防爆抽出式对旋轴流通风机具有

效率高尧噪声低尧结构紧凑尧性能可
靠尧安装便利等特点曰采用的弯掠组
合正交三维扭曲叶片技术属国内首
创袁产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袁被列
入国家技术创新计划项目袁 是国家
重点新产品遥8月 23日袁古益矿组织
人员进行了安装袁 设备将于近期完
成安装后投入使用遥 目前袁20中段 9
线 2米双滚筒绞车也已初步完成基
础模具安装工作袁 进入基础浇筑阶
段袁预计整个工程将会在 10月份完
成遥 （梁斌生）

国 家 重 点 新 设 备 落 户 古 益 矿
井下安装对旋轴流通风机和双滚筒绞车 本报讯 9月 10日袁 公司生产资金保障会

议在古益选厂会议室召开袁 公司副总经理刘远
德尧刘炜袁古益矿尧古益选厂尧生产科尧安环科和机
动科等部门主管领导以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遥

此次会议围绕如何保障生产资金的合理使
用袁更好地为公司生产服务而展开遥 公司副总经
理刘远德在会上指出袁今年尾矿库要提取专项资
金袁合计 600万元左右袁由安环科统一建立完善

原始台账袁发放安全资金使用签证袁以确保公司
有足够的安全投入曰 要确保工程队员工的工资袁
要求各工程队建立财务机构袁 满足国税纳税要
求曰生产尧基建工程资金的投入要走华锡集团专
项资金程序袁 尽量不要占用公司内部的流动资
金曰机动科对于各项技改工程的资金投入袁要严
格按年度的预算执行袁把好每一道关口遥

（梁明艳 刘 炜）

保 障 生 产 资 金 运 作
公司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工作

本报讯 8月 21日袁 华锡集团
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向公司 15
名困难职工发放了 5.3 万元救助
金袁 其中两名职工各获 1万元的大
病救助金袁另有 13名职工分别获得
1000耀5000元不等的救助金遥

据悉袁 集团公司困难职工帮扶
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上级工会下拨的
专项帮扶资金尧集团公司每年 50万

元专项款以及职工个人自愿捐助的
帮扶资金等遥公司工会严格按照野广
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困难职工
帮扶中心救助标准冶袁全面了解掌握
公司困难职工的数量尧类型和程度袁
做好因患大病尧子女上学尧遭受意外
灾害等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的
困难帮扶申报和审核工作 遥

(陈洁瑜)

集团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施援手

向 15名佛子职工发放 5.3万元救助金

本报讯 近日袁 华锡集团 2012年办公室主
任工作会议在河池市召开袁 首次对集团各单位
部室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进行了
评比和表彰袁佛子矿业公司荣获三等奖遥

这次参选的共有 30篇工作总结袁 主要从公
文的格式尧版面尧文体尧内容尧结构尧语言等方面进
行评比袁旨在规范公文管理袁普及公文写作知识袁
提高公文写作水平遥 （徐敏霞）

公司荣获集团工作总结评比三等奖

本报讯 公司根据华锡集团
2012 年提出的-350 吨煤的节能考
核任务袁加强组织领导袁强化节能目
标管理袁认真落实 2012年初制定的
节能方案袁多渠道节约能源遥

截止 8月 31日袁已更换了河三
选厂三台高能耗水泵袁 以及河三管
理处尧古益选厂尧古益矿铸钢厂的三
台高能耗变压器遥 古益选厂的一台
变压器的更换正在进行中遥 古益矿

红卫工区地面的变压器以及古益矿
260主扇的变压器也将进行更换遥

公司除了加快更换高能耗设备
的速度外袁 还号召全体职工合理使
用空调尧及时关灯节约用电袁在生产
单位则通过规定最高用电量来限制
用电袁 同时执行奖罚制度促进节能
措施的落实袁以确保完成-350吨煤
的节能任务遥 (覃雪英)

努力实现今年 -350吨煤节能考核任务

公司更换高能耗设备多渠道节省能源

本报讯 8月 22日袁华锡集团
采购部副经理李进祥一行 4 人到
佛子矿业有限公司调研设备材料
采购遥

李经理一行深入冶炼公司尧佛
子矿区尧河三矿区生产一线袁实地
考察各生产设备的运行状况袁并结

合各单位的生产实际需要袁对即将
采购的大型设备进行调查遥李进祥
表示袁集团公司会尽力协调好佛子
矿业公司各种生产设备的供应袁及
时按计划做好设备的采购工作遥同
时要求公司保证各生产设备的正
常运转袁为生产保驾护航遥 (韦 芸)

集团采购部到公司调研设备采购

本报讯 8月 16尧17日袁自治
区环保厅第三督查组到佛子矿业
公司进行环境安全隐患大整治尧
环保专项行动尧 环境安全百日大
检查遥

督察组深入冶炼公司尧 佛子
矿区尧河三矿区袁通过听汇报尧看
材料尧提问题尧看现场袁对公司安
全环保工作尧 环保设施建设以及
落实情况进行了解遥 并重点对冶
炼公司雨水收集池尧污水处理厂尧
水在线监测系统的设备装置及运

行情况袁对河三尾矿库尧龙湾尾矿
库进行了现场检查遥 督查组对公
司环保设施建设袁 环保落实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袁 要求公司进一
步加强环保管理袁 认真抓好冶炼
污水污酸处理尧废气排放尧废渣堆
放等管理工作袁 尽快完成冶炼项
目的竣工验收曰加大尾矿库尧尾矿
水的达标排放和重金属污染防治
的监控与管理袁 确保废水排放符
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遥

(贺 琼 黄德升)

自治区环保督察组到公司检查工作

本报讯 8月 22日尧23日袁华
锡集团行车工技能比武大赛在佛
子矿业公司举行袁 集团公司党委
副书记尧工会主席张俞明袁佛子矿
业公司工会主席杨守涛尧 副总经
理安剑刚等亲临现场指导工作遥
来自集团各兄弟单位 12 名选手
进行了激烈的角逐遥

(严 媛 陈洁瑜)
又讯 8 月 15 日至 28 日袁华

锡集团公司举行了第十三届职工
技能比武活动遥此次职工技能比武
共设 10个项目比赛袁 公司派出的
21 名选手参加了电工尧 钳工尧焊
工尧化验尧浮选尧行车尧烹饪七个项
目的比赛遥 比赛中袁选手们沉着应
战袁 以精湛的技能水平赛出风格袁
赛出水平袁 潘爱珍获得钳工二等
奖袁李佳莹获得电工三等奖袁陆林
获得行车工三等奖遥 （韦娟清）

集团行车工技能比武在佛子举行
公司三名选手在集团技能比武中获奖

本报讯 9月 6日上午袁华锡
集团总经理苏家红一行 4 人袁到
冶炼公司调研指导工作遥 佛子矿
业公司总经理黄汉波尧 党委书记
黄希文尧 副总经理安剑刚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陪同遥

苏家红总经理一行对六万吨
电解铅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遥 听
取了关于生产经营尧新项目建设尧
发展规划等情况的工作汇报遥 苏
家红总经理指出院 六万吨电解铅
技改项目工程按计划完成了各项

建设任务袁 即将接受整体竣工验
收袁 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节能
环保工作袁 认真抓好项目竣工验
收工作遥 尽快完善废渣尧废气尧废
污的收集与治理措施袁 确保各项
环保指标达标遥 他强调袁要加强技
术改造尧 提高物料循环利用及废
物回收能力袁实现清洁生产遥 苏总
表示袁 集团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全
力支持冶炼完善必要的项目建
设袁 为企业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
件遥 (江壮钧 贺 琼)

苏家红总经理到冶炼公司调研强调

高度重视安全环保接受整体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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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佛子矿业公司进一步推广宣
传华锡野银色冶企业文化袁助推集团企业文
化与基层企业文化的有效融合袁 服务公司
发展遥 8月 27日袁公司以企业文化宣贯推
广会为契机袁 组织企业文化领导小组人员
及公司各基层党支部书记深入学习尧研究尧
部署企业文化宣贯落地工作袁通过野十个一
活动冶尧野七阶段冶尧野五融入冶尧野 三注重冶全
面铺开企业文化宣贯落地工作遥

会议中袁 公司总经理黄汉波带领全体
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 叶广西华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企业文化落地规划纲要曳遥公司党
委书记黄希文传达了集团企业文化宣贯工
作的整体情况袁并对公司 2012年下半年的
宣贯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袁他强调袁公司企
业文化领导小组要从企业发展的高度袁深

刻认识企业文化宣贯工作的重要性尧 紧迫
性袁 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集团公司
的决策部署上来袁 统一到企业文化建设的
各项工作上来袁要结合实际袁准确把握袁稳
步推进佛子矿业公司企业文化宣贯各项工
作的开展遥 黄书记还要求公司每位员工参
加企业文化培训的课时不少于 10个课时袁
对企业文化的知晓率要达到 100%袁认知及
格率要达到 90%遥

2012年下半年袁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了企业文化宣贯计划袁 计划以注重企业
文化理念的宣导和引领尧 注重拓宽企业文
化宣贯载体尧注重企业文化理念的落实野三
个注重冶为核心袁分准备尧基础宣传尧深入宣
传尧参与尧创新尧建立机制尧调研考评总结七
个工作阶段袁 以及开展知识竞赛尧 征文比

赛尧演讲比赛等野十个一冶活动袁将企业文化
建设融入企业管理袁融入安全生产袁融入人
才建设袁融入党工团建设袁融入文化建设袁
使野银色冶文化洒满企业每个角落遥
目前袁 公司企业文化宣贯工作已进入

野深入宣传冶阶段袁公司针对不同群体使用
不同的宣贯方式袁 帮助员工深入理解企业
文化遥 在公司办公大楼 LED显示屏尧矿区
广播站袁 每天都滚动宣传和播放华锡集团
企业愿景尧使命尧核心价值观等文化精髓袁
在公共区域张贴企业文化宣传标语袁 打造
企业文化宣传长廊袁 构建企业文化视觉形
象体系遥基层单位充分利用生产会议尧安全
会议尧班前会议袁党员会议集中学习叶华锡
集团企业文化手册曳袁将基层的企业文化宣
贯工作引向深入袁 积极将企业文化价值理

念贯穿到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尧 工作
标准中去袁 引导和帮助员工在学习之余论
心得尧讲体会袁将文化理念渗透到行为与思
维方式中遥 公司还利用叶佛子矿业曳报这个
宣传平台开辟野企业文化大家谈冶专栏袁在
基层宣传刊物 叶古益矿简报曳尧叶苍冶视窗曳
开辟企业文化学习专栏袁 引导广大职工解
放思想袁全面感知企业文化遥 此外袁8月 30
日袁 公司 369名使用电脑办公的员工换上
了企业文化电脑桌面袁 这一套企业文化电
脑桌面既有集团公司企业文化纲要袁 又有
公司自己的元素袁图案形式丰富多彩袁得到
了员工的喜爱与支持遥（见下图）

（邓杨瑞）

公司以企业文化宣贯推广会为契机

全面铺开“银色”企业文化宣贯工作

冶炼公司生产银锭已经有三个月袁至
8月底已生产了银锭 6.87吨遥这是佛子矿
业公司上下为之振奋的一件大事遥 然而袁
野银娃娃冶是如何诞生的呢?还鲜为人知遥

2012年 6月 1日袁 是一个值得纪念
的重大日子遥

这天袁综合回收车间热闹非凡遥 2#分
银炉喷着鲜红的火焰袁炉内的合金随着压
缩空气吹炼发出一系列美妙的音符袁像是
要弹奏一曲胜利的乐章遥除了有当班人员
以外袁还频繁地出现了公司高层领导及休
班人员的身影袁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不同形
态的惊喜袁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袁历经几许
辛劳几许汗袁为的是喜迎第一个野银娃娃冶
的诞生遥

前些日子袁车间各班组人员就开始着
手前期工作准备了遥 将银铸锭机清理干
净袁将接装银水的干锅器具准备好袁并将
各种工具准备妥当袁将操作程序一遍遍熟
悉遥

早上 8院30分袁 行车工将银铸锭机吊
到了分银炉前的指定位置袁并且将一个操
作平台吊至铸锭机旁遥各操作工及时将需
要的工具放到炉前遥 9院20分袁工人把接装
银水的干锅从电烘箱内取出袁再用木炭进
行烘热遥 这时袁化验室取样的工友也忙开
了袁每次取样后袁立即送往质监站化验袁不
停地来回奔跑着袁为我们提供准确有力的
数据遥

下午袁当化验室提供的数据银纯度已
达到 97%时, 公司总经理安剑刚发出了
野安全生产,稳步操作冶的出炉指令袁各员
工按部就班袁各就各位开始野接生冶了遥

首先袁 操作工将小推车推至 2#分银
炉炉口下方袁然后摆一个支架袁由两名操
作工将烘得通红的干锅放上支架袁再由一
名操作工专门操作机械袁转动机械使炉里
的银水流出袁根据银水流量大小袁另有一
名操作工在炉口小心翼翼地前后移动小
推车袁 让银水准确地流进推车上的干锅
里袁当合金差不多接满的时候袁再由操作
工将操作杆套入锁定袁其他操作工迅速地
加入水泥袁将表层渣捞出袁然后套上挂钩袁
由行车吊至铸锭机旁袁再浇注银合金板遥

14 时 18 分袁在师傅的带领下袁成功
地浇注了第一块银合金板遥由于是第一次
操作袁大家都有点紧张袁配合上也出现了
偏差遥 安总在现场一边指导一边鼓励袁大
家也由激动尧紧张慢慢转为默契配合和熟
练操作遥

为了加快工作进程袁 安总拿起了铁
铲袁黄副总和谢经理也舞起了铁锤袁车间
的两位主任也拿起了铁钳和铁撬袁各操作

工各司其职袁有的浇注袁有的清合金板袁还
有的斩披锋遥

22院20分袁生产出来的粗银银合金板

和碎银全部装好入库袁产银工作才算完满
结束遥

野六一冶儿童节袁我们接生的第一个
耶银娃娃爷 成功啦浴 我们感到非常自豪遥
野这一仗干得很漂亮袁配合得很好袁大家都
辛苦了浴 冶安总对这次的野接生冶工作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遥

(梁剑洪 贺 琼 文 / 图)

“银娃娃”诞生记

本报讯 9月 7日上午袁冶炼
公司在办公楼大厅举行科学技术
协会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遥

成立大会上袁 梧州市科协主
席李巧扬宣读了关于同意苍梧冶
炼公司成立科协的批复文件袁广
西科协党组书记甘向群尧 梧州市
委副书记全桂寿尧 梧州市科协主
席李巧扬尧 苍梧冶炼公司总经理
安剑刚为公司科协揭牌遥 各位领

导来宾及公司科协全体会员参加
了揭牌仪式袁 对公司科协的成立
表示祝贺遥

科学技术协会的成立将为冶
炼公司全面树立科学发展观袁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袁 团结动员广大
科技工作者袁 为企业的发展再登
一个新台阶发挥重要作用遥

(贺 琼)

冶炼公司举行科技协会揭牌仪式

报名题字：赵石德

河三选厂职工更换企业文化电脑桌面 罗 宪 / 摄

图为广西科协党组书记甘向群（右 1）、梧州市委副书记全桂寿
（左 1）、梧州市科协主席李巧扬、苍梧冶炼公司总经理安剑刚共同为
公司科协揭牌。 贺 琼 / 摄

机关一职工在更换企业文化电脑桌面 邓杨瑞 / 摄

佛子矿业公司企业文化电脑桌面 邓杨瑞 / 摄

图为工人正在浇筑银合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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