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间一瞥

9月 28 日粗炼烟化炉再次开炉袁虽然一个班
次只吹炼了两炉袁 但这对烟化炉员工而言却是望
眼欲穿遥

上次开炉要追溯到今年 4月份袁 后来中间仓
布袋收尘器漏煤袁 员工们经常要钻进除尘箱内调
整布袋袁所以常常是弄得一身的粉煤遥 5月中旬不
得已被迫停炉遥随后新的收尘器被顺利的安装好袁
试送煤后收尘效果很好袁无漏煤现象袁这时员工们
笑了袁以后再也不用钻进除尘箱里了遥

正当大家准备再次开炉时袁前床出问题了袁炉
渣板结袁电极无法将其熔掉遥后来打前床炉结时异
常辛苦袁但大家都挨过来了遥 前床内炉结被清空袁
之后前床再次进渣通电起伏成功袁 看着前床内翻
滚的熔渣袁大家笑了起来遥

8月底正当大家满怀信心的试开炉时袁 发现
热渣被引入烟化炉后中间仓却无法将粉煤送入炉
子里遥后来发现下煤球阀关闭不全袁让仪表工调整
后安装好遥

开炉前准备工作再次做好后袁 前床又出现问
题了袁炉内温度不够袁渣面开始结了袁而且愈趋严

重袁如任其发展将会因结死而再次打炉结遥为了抢
救当前危情袁车间领导决定更换电极遥不久炉内电
极处热渣开始翻滚了袁随着结渣的不断熔化袁大家
都松了一口气袁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袁因为不必再担
心打炉结了遥

9月 28日早上 10时袁 前床渣被顺利的导
入烟化炉袁当渣量逐渐增多盖过风眼时袁中间仓操
作员开启下煤球阀并缓缓打开平衡风袁 这时大家
在中控室密切地观察着风口的情况遥 起先风口并
无明显变化袁难道又送不了煤进炉子里钥见这种情
况袁操作员马上用钢管敲击仓壁袁不一会儿风口处
往外喷了少许火遥此火一现袁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
下来了袁粉煤已经顺利进入炉子里了浴接下来的吹
炼过程非常顺利袁至 11时 40分炉渣被放出遥之后
大家如法炮制又吹炼了一炉袁 最后炉渣被顺利的
排空袁此时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笑容遥

这是时隔 4个月后烟化炉再次正常开启的第
一炉袁其意义非常重要袁它稳定了员工们的情绪袁
它回报了大家的不懈努力袁 它更坚定了大家可以
将烟化炉开好的信心遥 （王胜毅）

烟化炉正常吹炼了

佛子廉政

1、放下贪欲
佛曰院人有三毒袁贪嗔痴也遥 其

中一毒为野贪冶袁是对于喜好的过分
偏执遥 贪如火袁不遏则燎原曰欲如水袁
不遏则滔天遥 因此袁对于贪欲我们要
谨小慎微尧防微杜渐遥 佛曰院诸苦所
因袁贪欲为本袁少欲袁则少烦遥 纵观贪
官污吏们东窗事发后的 野忏悔之
言冶袁 皆坦陈自己过得并不快乐袁甚
至于平日里一听到警笛声则左顾右
盼袁手心冒汗两腿发软袁成天提心吊
胆袁惶惶不可终日遥 由此可见欲不可
纵袁纵欲成灾袁贪得无厌只会害人害
己遥 （邓飞）

2、多读勤思要清廉
几年来袁我都坚持看电视新闻尧

阅读报纸及看书袁无论工作多忙袁每
天都要抽一定时间把文章看看袁特
别是廉政建设的文章袁 学后深感受
益匪浅遥 读书思廉袁顾名思义袁重在
读袁贵在思遥 当今社会纷繁复杂袁面
对一些花红酒绿尧物欲横流的社会袁
有些人每天处在各种应酬之中袁三
杯酒下肚袁已经迷迷糊糊袁怎能读得
进书呢? 读书这么难袁 思就更加不

易遥 如何把廉洁文化建设好袁 我认
为袁可以通过看尧读尧写尧思等方式袁
让广大党员尧管理人员倡导为民尧务
实尧清廉的优良作风袁促进党群尧干
群关系和谐袁 促进公司健康发展遥

（何锦南）

3、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近日袁 我学习了纪监审岗位职
责遥 结合本人工作袁我觉得重新学习
岗位职责袁 有利于关键部门人员保
持清醒头脑袁牢记宗旨袁树立正确利
益观袁 明确工作职责袁 摆正自身位
置袁认真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遥 我觉
得职能部门应该互相学习岗位职
责袁 让大家理解我们物资监督的职
责尧范围尧规则遥 在日常的验收工作
中袁 一些管理部门以纪检的表态作
为最后决策依据袁 纪检干部既当裁
判又当运动员袁容易造成职责混淆遥
把物资监督的工作规程交到职能部
门干部手中袁 使他们明白物资监督
的内涵袁各部门履行其职责遥 同时也
要讲明监督不能取代管理职能袁应
各负其责袁 形成相互制衡的权力运
行机制袁 这样袁 会有利于工作的开
展遥 （张 洁）

三言两语话廉洁

本报讯 党员义工服务活动是公司创先争优长效机制活动之
一袁在国庆和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袁公司党委组织各党支部 100多名
党员尧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党员义工服务社区活动袁以实际行动服务
社区群众袁向国庆 63周年献礼遥
党员们在佛子第二生活小区尧佛子办公楼尧河三矿区生活区尧佛

子矿区开展清洁劳动遥 此次活动共清理生活区楼道 10个袁 水沟
1500米袁清理道路约 500米袁回收岩心标本 35吨遥

（ 梁胜文 覃雪英）

“双节”党员义工服务
社区群众

本报讯 9月 18日公司副总经理刘炜到河三选厂检查指导安
全环保与技改工作遥

在对河三选厂加工高品位矿流程的检查中袁刘副总提出在进行
高品位矿代加工时袁要抓好给矿作业的现场环保工作袁精心操作尧避
免泄漏遥 随后刘副总又对河三选厂各车间进行了检查袁要求河三选
厂的技术人员认真做好磨机衬板技改的数据测量与图纸绘制工作袁
为年底三号磨机衬板技改工作顺利进行打好基础遥

（黄德升）

安全环保技改工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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咣当浴 门开了
妻子院渊从厨房里伸头看看冤回来了钥
丈夫院哦袁哦袁哦遥
妻子院今天怎么这么迟才回家钥干啥去

了钥
丈夫院 和财富建筑公司的贾老板去验

收基建工程遥
妻子院 验收工程也不至于这么晚才回

家袁我担心死了袁以为你出啥问题啦遥
丈夫院本来早就回来了袁后来因为有事

又折回去袁所以就晚了遥
妻子院啥事钥
丈夫院 今天验收完毕后贾老板驾车送

我回到家门口袁并送了一袋荔枝袁说是他老
家乡下的水果袁我推不过袁只好收下袁等他
开车走后袁 我打开水果袋看看袁 你说怎么
着钥

妻子院怎么着钥
丈夫院我发现水果下面压着一个信封袁

拆开来一看袁里面是 2000 元钱袁我马上打
的返回贾老板的建筑公司袁 可是已经找不
着他了遥

妻子院渊丢下手中刚剥好的葱苗袁 走出
厨房袁 眼睛瞪着丈夫伸出右手冤 快给我看
看遥

丈夫院不行浴 我要把钱退回给人家遥
妻子院退回去钥 你傻呀钥 是他自愿送你

的袁不要白不要浴
丈夫院不行浴 这可是贪腐行为遥
妻子院你工资不高袁小孩进幼儿园的入

学费都没着落呢浴
丈夫院工资快到账了袁这个月我们省点

就是遥
妻子院你妈在乡下风湿病常发作袁不用

医治啊钥

丈夫院 政府修建高铁征用了我们家半
亩水田袁补偿费下个月到手遥

妻子院这个月 800块的房贷你怎么还钥
丈夫院这噎噎我先向老乡借着遥
妻子院借浴 借浴 借浴 你身为一个副科级

干部还要借钱袁多丢脸浴
丈夫院乱拿别人的钱不丢脸吗钥贪小便

宜会吃大亏袁你不见新闻常报道吗钥要算四
笔账啊浴

妻子院怎么说钥
丈夫院经济账遥 要是给织组知道了袁不

仅追回这笔违法所得袁还要进行经济处罚遥
妻子院嗯
丈夫院政治账遥 即使单位不开除我袁这

辈子也最多只能混到副科了遥
妻子院哦浴
丈夫院心理账遥 整天担心被人举报袁心

里那个难受呀浴
妻子院渊点点头冤唉浴
丈夫院名誉账遥我不愿意别人在背后指

着我儿子说袁这就是伊伊伊的儿子啊浴
妻子院渊看看在沙发上熟睡的儿子袁赶

紧拿张被子盖上袁 用手搓了搓自己有点湿
润的眼睛冤你好像说得有点道理啵遥

丈夫院家里经济困难只是暂时的袁我们
公司就要上市了袁 我相信我们的单位会越
来越好袁我们的生活也将越来越好遥 傻女浴

妻子院好啦袁别说啦袁你肚子饿了袁我做
晚饭去袁你喜欢吃啥钥
丈夫院家常便饭就行遥
妻子院 那就做个葱花煮豆腐袁 青青白

白袁你最喜欢吃的遥
丈夫院渊看着妻子麻利的烹调动作袁脸

上露出欣慰的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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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14日上午袁公司召开野职工小家冶建设经验交流
会袁并组织二十多人到冶炼公司参观野职工小家冶建设遥
公司努力建设野职工小家冶袁增强车间职工归属感尧凝聚力尧向心

力袁发挥工会组织在建设野职工小家冶中服务生产尧构建和谐企业的
积极作用遥 各分会野小家冶建设负责人先后到质检站尧硫酸车间参观
野职工小家冶的建设袁认真查阅野小家冶台账尧上墙资料和档案资料袁并
相互交流学习建家经验遥梁副主席肯定了冶炼公司的野小家冶建设工
作袁并通过事例说明野小家冶建设不能照搬照套袁要结合实际袁灵活创
新袁做出自己的特色遥 （张聪颖 钟传连）

公司召开“职工小家”
建设经验交流会

本报讯 9月 25日下午袁古益矿食堂在原食堂的仓库里安装大
型冷冻库遥

据了解袁此大型冷冻库共有两间袁分急冻间和保鲜间袁其中袁急
冻间的空间约有 21.3立方米袁保鲜间的空间约有 26.9立方米遥库里
整齐的摆放着几排货架袁届时袁可容纳大量的肉类和蔬菜类遥食堂厨
工领菜时袁可以抬着筐进到冷冻库里领取遥

古益矿食堂原来的仓库是一间约 20平方米的水泥平房袁 一直
以来袁仓库是靠台式空调和柜式冰箱进行食物的保鲜和冷冻的遥 由
于矿山地处偏僻袁离县城有五六十公里的车程袁为了节约成本袁一般
去一次县城就采购一个星期的食品回来遥 由于购回来的食物多袁再
加上储存条件有限袁一周下来袁很多食物就坏了袁造成很大浪费袁职
工也不上吃新鲜蔬菜袁很多职工对此颇有怨言遥因此袁古益矿领导决
定在食堂的仓库里安装大型冷冻库遥

冷冻库的投入使用后袁 将大大提高矿山员工的保健餐质量袁员
工们不仅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袁还能吃上品种多样的保健菜肴遥

（刘 敏 封梅清）

古益矿食堂安装大型
冷冻库

本报讯 进入 9月中旬袁 古益选厂基建工程进入全面冲刺阶
段袁多项工程先后开工遥古益选厂紧抓工程安全工作袁对承包工程的
工作队伍进行安全培训尧开展安全宣讲活动袁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遥

9月袁古益选厂选硫钢架棚车间尧临时食堂尧布袋式除尘工程尧
尾矿开发大护坡开挖及尾矿选硫浓缩工程先后开工建设遥针对工程
项目多袁工程量大袁工作范围广袁分布面不同以及工程承包方的员工
安全意识参差不齐等情况袁选厂领导及时组织工程承包方及主要查
人袁对工程建设的安全问题提出了多种意见和建议袁要求工程承包
人本着安全在我心袁人人讲安全重安全的原则袁在工程建设项目中
长期坚持安全意识遥 选厂还委派厂工会分会主席及厂安全员袁对所
有工程项目建设的安全问题实行监督袁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袁对进厂
施工的民工进行班前短培训袁到现场与民工商讨安全问题遥 9月 17
日至 19日上午两天半时间袁 选硫车间加装钢架柱梁工作就充分进
行了事前安全排查袁安全进场等工作安排袁并报请公司安全督察组
人员现场监督吊装全过程遥

（邓振钢）

施工安全紧抓不放

本报讯 9月 11日下午袁 苍梧县统战部部长陈钧带领县统战
干部培训班学员一行 30余人到冶炼公司参观考察袁 并将冶炼公司
设立为打造苍梧县野同心冶品牌示范基地袁

考察团一行认真观看了冶炼公司企业文化墙报袁 了解公司基
本概况尧发展历程尧党工团建设情况遥 随后袁学员们还参观了党工团
活动室尧硫酸车间和质检站的野小家冶建设情况遥 陈钧部长对冶炼公
司的企业文化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袁他强调院公司是一个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新兴企业袁苍梧县统战部经过精心选点袁将苍梧冶炼公司
设立为打造野同心冶品牌示范基地袁希望公司继续与苍梧县党委尧政
府保持思想上同心同德尧目标上同心同向尧行动上同心同行袁努力打
造苍梧县野同心冶品牌企业遥 （董 娟）

政企联袂打造“同心”品牌

本报讯 目前袁青工野五小冶创新创
效项目在冶炼公司遍地开花袁今年袁该
公司团支部申报的 野五小冶 项目达 50
多项袁通过审核 30项袁占佛子矿业公
司团委总申报的 70%遥

青工野五小冶渊即小发明尧小革新尧
小改造尧小设计尧小建议冤创新创效活
动是华锡集团团委创办的一项青工成
才项目袁 旨在让青年团员发挥自己个
人聪明才智袁为公司创效增益遥自从开
展活动以来袁 已为华锡集团公司节能
降耗上千万元袁效益非常可观遥冶炼公
司投产时间不长袁 各车间节能降耗空

间巨大袁亟待改进遥
从去年仅申报 4 项到今年的 50

多项袁 冶炼公司团支部付出了很大努
力遥 团支部通过板报宣传尧小组讨论尧
茶话会尧 邀请公司技术人员为广大青
年团员培训等一系列服务袁 积极鼓励
广大团员参与遥申报的项目中袁氧气站
叶制氧系统液氧反充启塔工艺先进节
能操作法曳及粗炼车间叶底吹炉处理高
铅渣新技术开发曳 两个项目得到集团
领导的认可袁认为这两项目创新性好袁
创效高袁值得推广遥

（莫超华）

“五小”项目在冶炼开花

本报讯 9月 26日下午袁 公司对
河三尧 古益约 500吨的废旧钢铁举行
招标出售会袁公司销售科尧物监办有关
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遥

招标会上袁 来自梧州的四家废旧
物资回收公司参与了竞标袁最终袁梧州

市报废车辆回收拆解有限公司苍梧经
营部以 2080元/吨最高价中标遥本次竞
标活动不仅为公司腾出更多的清洁场
地方便作业袁 而且将为公司带来较好
的经济效益遥

（罗 金）

废旧钢铁招标出售

■图片新闻

安全装置色彩管理
近期，河三选厂加强对主要设备与防护栏等安全装置的色彩管理，提高设备自身

的安全性，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和安全生产。图为选厂职工利用检修时间对车间的磨机、
电机、防护装置、防护栏等不同部位进行粉刷。 黄德升 摄影报道

叶炉前工曳 贺琼／摄

翻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画卷袁 我们不
难看到袁凡是清正廉洁尧务实为民的清官廉
吏袁总是受到百姓的崇敬与爱戴遥 然而袁在
当今物欲横流的冲击下袁 有的人选择了做
人的清白曰 有的人却选择了在金钱和权力
面前的自甘堕落遥 社会上出现的一个个贪
官的名字袁诉说着反腐败工作的严峻形势袁
反映了人们对廉洁从业的真情呼唤袁 可以
说袁廉政建设已刻不容缓浴
也许有人会问袁我们只是一家企业袁有

必要把廉政尧勤政提得那么高吗钥 要知道袁
一个企业里如果腐化成风袁 大官小官一个
个贪赃枉法袁以权谋私袁徇私舞弊袁这样的
野官冶如何让人服众尧让人野令从冶钥 如何能够
保证企业政令畅通钥 又如何能带领员工去
拼搏创新袁去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的腾飞钥

2011年初袁在古益矿后勤班组中袁有一

个后勤班组的员工出现了抱怨情绪袁 这个
抱怨的声音传到了矿领导的耳中袁 说是该
班的班长克扣了员工的计件工资袁 致使员
工在工作中出现了懈怠和不满的情绪遥 矿
领导当即组织相关人员到班组中了解核实
情况袁在确认情况属实后袁对克扣员工计件
工资的班长给予了相应的教育和处罚袁把
克扣的计件工资归还员工袁 稳定了员工情
绪袁确保生产的顺利开展袁
为了使员工廉洁从业袁 加强矿山的廉

政建设袁古益矿党支部于 2011年 5月成立
了廉洁督查小组遥 督查组每个月都会定期
组织相关领导人员到后勤班组尧 工程队中
进行督查袁对后勤计件班组在计件工资尧生
产所需的材料和设备尧 与工程队的关系等
方面进行严格督查袁 对发现有徇私行为的
后勤班组人员尧管理人员袁按照相关条例进

行处罚袁确保廉政监督的开展遥
2012年袁 党支部积极创新廉政文化建

设形式袁创办叶古益矿简报曳加强廉政建设遥
古益矿职工及工程队员工 1000多人袁思想
参差不齐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任重道远袁支
部积极利用叶古益矿简报曳每期刊登警示教
育案例分析袁做到警钟长鸣袁坚持以正确的
舆论来引领职工的思想遥
党支部定期组织领导人员开展廉政建

设活动遥 每月定期开展座谈会尧个别调查采
访尧工程队座谈会等形式了解员工心声袁畅
通信息渠道袁 加强信访监督袁 设立举报信
箱袁 按程序处理来信来访袁 做到件件有落
实袁事事有交待遥 去年 5月份至今袁共解决
员工心声 120多条袁 提出廉政监察建议 40
条袁为矿山廉洁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袁使
得野风清气正尧政清人和冶的廉洁之歌在矿

区唱响袁有力地保证了企业和谐发展遥
一个企业的督查廉洁行为袁 就像是一

面明亮的镜子袁把企业从内到外照个透袁把
握好了能从质上来改变一个企业的内外形
象袁能让企业的政令从上到下畅通无阻遥 相
反袁要是缺少这面镜子袁就会黑暗一片袁员
工怨声四起尧企业一片混乱袁员工从事的工
作也只是应付任务完成袁 而不会从长远的
发展来考虑遥

野问渠哪得清如许袁为有源头活水来遥 冶
从源头上开展反腐倡廉袁 离不开廉洁自律
的滋润和影响遥 让我们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袁
立足自己的本职岗位袁以务实的态度袁勤奋
的精神袁 廉洁的作风投入到公司的发展建
设中去! (王 平唐廷杰)
渊本演讲稿获佛子公司野扬清廉之风冶演讲
比赛二等奖袁文中有删节冤

让“风清气正”之歌唱响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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