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袁 广西佛子矿
业有限公司正式被国土资源部授
予 野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冶牌
匾遥

公司多年来一直坚持依法办
矿袁严格遵守叶矿产资源法曳等法律
法规袁认真执行叶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曳袁注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袁
野三率冶渊开采回收率尧采矿贫化率尧
选矿回收率冤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家

规定标准袁综合利用水平达到国内
同类矿山领先水平遥公司今年用于
绿色矿山建设尧科技创新尧清洁生
产尧安全生产尧节能减排尧环境保护
和开展矿山地质研究及探矿尧找矿
工作的资金投入高达 7000 多万
元遥 公司还重视绿化美化工作袁认
真规划袁栽种各种花草树木袁目前袁
矿区的绿化工作初见成效袁矿区绿
树成荫袁空气清新遥 （何木兰）

“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
单位落户佛子矿

本报讯 2012年前三季度袁公
司工会积极开展职工文体协会的
各项活动袁各文体协会在各级各类
比赛中荣获较好成绩遥 在野广西有
色冶杯首届广西企业摄影书画展活
动中袁书画协会会员李国健获得书
法类比赛三等奖遥 在集团公司野矿
机杯冶 第十五届职工书画比赛中袁
李国健尧凌瑞金尧莫剑松获毛笔书

法比赛优秀奖袁梁禄兴尧唐广世获
硬笔书法比赛优秀奖袁 何木兰尧韦
飞燕获美术类优秀奖遥 在苍梧县
2012年野迎国庆 颂盛世冶摄影大赛
中袁杨守涛的作品叶检测曳获二等
奖袁梁德成的叶检修交响乐曳获三等
奖袁江壮钧尧覃日雄尧邓杨瑞获优秀
奖袁何木兰尧林江彪尧陈洁瑜获入选
奖遥 （陈洁瑜）

公司书画摄影协会活动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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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9日上午袁佛子矿业公
司企业文化培训班在佛子大酒店正式开
班袁公司总经理尧党委书记带头登台宣讲
企业文化核心理念袁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与
宣传员 80多人参与了培训遥

据了解袁公司企业文化宣贯推广工作
从今年 5月底开始至今已有 4个月袁从发
放叶企业文化手册曳尧出台企业文化宣贯发
展纲要到如今各科室尧党支部开展学习活
动袁企业文化的宣贯推广工作正如火如荼
地开展中遥 但也有很多员工反映袁企业文
化中的一些观点很生硬尧很抽象袁自己难
以理解遥 针对这种情况袁公司企业文化领

导小组决定开展宣讲活动袁 由公司总经
理尧公司党委书记和公司企业文化内训师
对中层领导尧 宣传员首先进行宣贯培训袁
提高管理人员对企业文化宣贯方法以及
企业文化内涵的认识遥
培训课上袁 公司总经理黄汉波强调袁

要紧密围绕集团公司的要求袁 从传承历
史尧开创未来的高度去认识企业文化建设
的重要性曰要按照企业文化导向袁进一步
完善丰富激励机制曰各级管理人员要认真
参与培训袁提高认识袁做企业文化的倡导
者和示范者曰要持之以恒袁常抓不懈袁持续
改进袁不断提升袁使企业文化根植于员工

的思想并不断传承下去袁成为企业的灵魂
和精神支柱遥

针对基层如何进行企业文化宣贯和
员工如何理解企业文化这两大难点袁公司
党委书记黄希文以公司的发展为例袁深入
剖析了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要要要野诚信负
责 勤奋务实 开放进取 合作共赢冶对企业
发展的重要性遥 企业文化内训师邓杨瑞则
围绕华锡集团企业文化手册进行解读袁通
过 叶长者的恩赐曳尧叶神甫对上帝的责问曳尧
叶野范萍事件冶与海尔文化的推进曳等案例
与学员共同分析了员工认知认同企业文
化对个人与公司发展的意义遥 企业文化内

训师何木兰则以当前公司企业文化宣贯
存在的普遍问题尧员工对企业文化建设的
认识误区尧 企业文化宣贯的基本原则尧宣
贯的途径与方式等进行授课袁让中层管理
人员准确把握企业文化宣贯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袁找准原因袁对症下药袁有的放矢袁
提高宣贯水平遥
此次培训袁使中层管理人员对企业文

化的理解有了统一的认识袁也丰富了企业
文化宣贯工作的方法遥 下一步袁公司将由
中层管理人员在基层对全体员工展开新
一轮的宣讲工作袁帮助员工理解我们的企
业文化遥 （邓杨瑞）

总经理书记登台宣讲企业文化核心理念
站高角度认识理解企业文化 解读难点疑点热点问题

本报讯 截至 10 月 10 日袁公
司已组织 170名中层管理人员袁分
八批次参加集团公司的科职管理
人员培训班袁以全面提高中层管理
人员的综合素质袁提升公司的整体
管理水平和竞争力遥 有 15名学员
荣获野优秀学员冶称号遥

据了解袁此次培训班特邀了高
级企业管理顾问尧 资深讲师授课袁
培训班将持续 10个月袁 学员们将
全面学习重塑职业道德与管理转
型尧企业经营导航模拟尧礼仪尧讲话
与沟通的艺术尧 领导力与创新思
维尧时间管理与目标管理尧高效执
行与团队建设等 7个方面的内容遥
培训班采用多媒体教学袁 以讲座尧
研讨尧互动尧问答尧工具案例尧自学
等教学方式袁强调学以致用和创新

精神袁切实提高学员的工作效率和
工作能力遥 培训结束后袁除统一进
行考试外袁还要求学员们形成培训
总结上交集团公司培训中心袁确保
培训工作收到实效遥参加培训的人
员纷纷表示袁老师精彩的讲课使大
家深受教育和启发袁通过此次培训
学习袁更新了理念袁强化了责任袁完
善了知识结构袁提高了自身的综合
素质和业务水平遥公司办公室黄喜
波副主任学习后说院 一个人一生袁
要不停地学习袁不仅学习专业技术
知识袁还要学习社会知识袁只有技
术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了袁才能更
好地为企业创造效益袁他的价值才
会得到更好的体现袁而这一切都是
建立在不断地学习之上的遥

（何华锋）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集体“充电”

本报讯 10月 5日袁古益矿组织
各班组尧办公室人员将本班组的办公
物品搬进了新落成的门禁综合大楼袁
古益矿门禁综合大楼正式启用遥

古益矿门禁综合大楼由公司投
资建设袁于 2011年 4月开始动工袁历
时一年半袁 总建筑面积约 2300平方
米遥门禁系统将对每位出入井人员进
行严格的监督袁每位员工都将凭着自

己的指纹进出井袁对入井和出井的员
工有效地进行管理遥同时还将通过门
禁值班室的视频监控系统及人员定
位系统袁及时监督了解井下员工的作
业情况袁进一步完善矿山的安全生产
工作遥 此外袁门禁综合大楼还兼具办
公功能袁投入使用后袁将进一步改善
古益矿的办公环境遥

（唐廷杰图 /文）

古益矿门禁综合大楼正式启用
员工凭指纹进出井

有效监控井下人员安全作业

本报讯 9月 26日袁梧州市委常
委尧常务副市长李新元带领环保尧安
监尧 消防等部门负责人在苍梧县副
县长覃汝胜及相关领导的陪同下袁
深入冶炼公司检查 野双节冶 安全工
作遥

李新元先后到冶炼公司的电解
车间尧硫酸车间尧渣厂以及制氧站等
处巡视袁认真听取公司安全尧环保尧
消防等方面的安全措施汇报袁 以及

安全设施配备和运行情况的汇报遥
李新元要求冶炼公司一定要高度重
视野双节冶安全工作袁做好节前的安
全检查袁 加大节日期间安检力度与
安全管理袁 切实把各项安全措施落
到实处遥李副市长还叮嘱市环保尧安
监尧 消防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公司抓
好安监工作袁务必确保国庆尧中秋节
期间一线单位安全生产遥

（贺 琼 图 /文）

梧州市常务副市长李新元到冶炼公司

检查“双节”安全工作

确保一线单位安全生产

本报讯 10月 12日袁自治区国
资委副主任潘世庆在广西有色集团
副总经理黄瀚影的陪同下袁 深入冶
炼公司袁就企业做强做大尧发挥好循
环经济作用进行了调研指导遥

在实地察看了冶炼公司电解
铅尧 硫酸以及白银等产品的生产经
营状况袁 并听取了佛子矿业公司总
经理黄汉波的工作汇报后袁 潘世庆
副主任对公司生产经营所取得的成
绩给予了肯定袁 并就进一步做强做

大尧 发挥好循环经济作用提出了明
确要求遥 潘世庆副主任指出袁冶炼
公司作为自治区创新型技改企业袁
做强做大公司是必然选择袁 要坚持
技术创新和提升改造袁 提高资源的
利用率袁 进一步提高有色金属综合
回收生产能力袁实现健康发展遥潘世
庆副主任还强调要高度重视人才的
培养袁增强发展实力袁提高企业竞争
能力遥

（贺 琼 图 /文）

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潘世庆到冶炼公

司调研明确提出

做大做强冶炼公司是必然选择

本报讯 10月 10日下午袁公司举办 2012
年度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班袁华锡集团公司保卫
管理部经理田柏双尧消防内保科长韦进行为冶
炼公司 190多名干部及员工讲授消防安全知
识技能遥
在培训班上袁员工观看了全国近年重特大

火灾事故案例袁从中吸取火灾事故教训袁为加
强单位内部消防安全管理袁 完善消防设施袁杜

绝火灾隐患积累了宝贵经验遥田经理和韦科长
先后讲解了消防常识尧消防安全管理尧火灾预
防以及自救逃生等方面消防知识袁并针对煤气
站尧氧气站尧烟化炉和综合回收等重点防火车
间袁结合实际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遥 全体参
训人员还现场练习了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和消
防水袋的使用方法遥

（贺 琼）

公司举办 2012年度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班

本报讯 近日袁 公司生产技术
科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叶2013年采
掘计划曳遥

每年 9月份至 12月份是生产
技术科最为忙碌的时候袁一方面要
做好大量的井下测量数据尧地质编
录数据工作袁另一方面还要负责编
制整个公司下一年的 叶采掘计划曳,
平衡各项生产指标袁以利于有计划
地开展矿石开采尧 掘进等工作袁更
好地指导公司来年的生产经营遥工

作人员把白天搜集到的测量数据
和地质编录数据袁认真整理好并且
传输到电脑上袁 绘制成三级矿量
表尧地质储量表尧回采矿量表等图
表袁 同时还要绘制好每一条矿体尧
每一条巷道以及每一个采场等图
纸遥
据悉袁叶2013年采掘计划曳初稿

经公司领导审核修改后袁将于 2012
年 11月 20日上报华锡集团审核袁
最后才能定稿印刷遥 （梁明艳）

紧锣密鼓编制《采掘计划》

本报讯 9月 24日下午袁公司
举办了野扬清廉之风冶廉洁文化演
讲比赛遥 梧州市国资委纪委书记黎
丽红尧原梧州日报社新闻研究室主
任李莉袁公司总经理黄汉波尧党委
书记黄希文尧纪委书记杨守涛等公
司领导担任评委并为获奖选手颁
奖遥

2012年袁公司紧紧围绕野读书
思廉尧文艺颂廉尧典型思廉尧警示促
廉冶四大主题大力推进廉洁文化建
设遥 公司纪委 6月份精心组织筹划
了野扬清廉之风冶演讲比赛袁活动历
时 4个月袁旨在展示公司新时期廉
洁文化建设的成果袁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讲党性尧重品行尧做表率袁教育
员工廉荣贪耻尧诚实守信袁在公司
树立倡廉尧崇廉尧尊廉和清廉的良

好风尚遥
比赛中袁公司 6个党支部选拔

出来的 12名选手饱含激情尧 仪表
端庄袁他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亲
身经历与感受袁用身边一个个鲜活
的事例袁展示了公司各条战线上涌
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袁从不同的角度
畅谈对反腐倡廉工作的看法遥 选手
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博得阵阵掌声袁
使现场近 200 名干部接受了一次
生动而深刻的廉洁教育遥 经过现场
评定袁最终冶炼公司党支部的陈玉
洁荣获一等奖袁邓飞尧王平和杨槟
光获得二等奖袁欧燕华尧杨晓骅尧邓
杨瑞尧刘玉婷尧杨静连尧梁明艳尧尹
芳尧 陈燕萍八名选手获得三等奖袁
古益矿党支部获得优秀组织奖遥

（杨晓骅 吴泽林）

颂廉政之举 扬清廉之风
公司举办演讲比赛推进廉洁文化建设

本报讯 9月 20日袁 2012年广西新闻协会企业报
研究会年会在公司召开袁 广西区 29家会员单位袁 共 36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遥

本次年会经过民主选举袁 产生了新一届协会机构袁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尧道忠当选为新一届广西
新闻学会企业报研究会会长曰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唐宁为副会长兼秘书长曰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洁为会副会长曰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张毅为副会
长曰 广西佛子矿业有限公司邓杨瑞为副秘书长遥 全体
参会人员讨论并通过了 叶广西企业报刊型资料出版物
稿费尧 编辑费尧 编审费实施办法曳 和 叶广西企业报好
新闻尧 好版面尧 好作品评比及奖励办法曳袁 共评出企业
报好新闻作品一等奖 58篇袁 二等奖 87篇袁 三等奖 145
篇曰 好版面 60篇遥 其中佛子矿业公司陈洁瑜尧 邓杨瑞

获得好新闻一等奖袁 梁明艳尧 吴泽林等 10名同志获得
好新闻二三等奖遥

同日下午袁 广西新闻学会企业报研究会进行了办
报经验交流遥 随后还到冶炼公司参观了硫酸车间 野职
工小家冶 建设袁 并对冶炼公司出版的内刊 叶苍冶视窗曳
简报提出了宝贵意见遥

（何木兰 吕岳阳）

广西新闻学会企业报研究会年会在佛子召开

古益矿门禁综合大楼

梧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新元（右五）一行到冶炼厂区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潘世庆（左）在冶炼公司电解车间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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