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截止 2012 年 12 月 28
日袁公司 2012年矿山部分的各项生产
指标均超额完成袁实现全线飘红遥
据了解袁去年公司紧密围绕集团的

生产部署袁 严格执行一系列内控管理
制度袁狠抓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袁加强
与广西区调院尧广西 271地质队合作袁
加大矿区周边尧深部探矿力度袁通过开

展野红旗设备冶评比尧节能降耗等活动袁
更换淘汰高耗能生产设备袁提高生产效
率袁生产形势喜人（见下图）遥 此外袁选
矿综合能源消耗为 4.33千克/吨, 比去
年同期下降了 9.485%袁 选矿生产耗电
量为 35.75千瓦时/吨袁比去年同期下降
了 9.379%遥 （梁明艳）

严格执行内控管理制度 节能减排提高生产效率

公司超额完成 2012年矿山生产任务

项 目 2012年完成情况 完成计划量百分比

选矿处理量 43.879万吨 108.29%
精矿
金属量

钻探量 1.224万米 122.43%
出矿量 41.760万吨 107.08%
采矿量 42万吨 105.10%
掘进量 2万米 101.54%

铅精矿金属量

锌精矿金属量

0.969万吨
1.236万吨

115.54%
110.22%

本报讯 2012年 12月 18日袁 公司在冶
炼多功能会议厅召开 2012年度 QC成果发布
会袁14个 QC小组同场竞技袁最终古益选厂 QC
小组的野降低选矿药剂硫酸铜用量冶项目获得
一等奖遥

2012年袁 公司各 QC小组围绕改善生产
布局尧改造设备尧节能降耗等方面持续开展 QC

活动袁截止 11月份袁登记在册的 26 个 QC 小
组中共有 18个课题顺利结题遥 据统计袁 本次
QC 成果共为公司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170 多
万元袁间接经济效益 300多万元遥
本次发布会表彰了 14个优秀 QC小组和

7名优秀质量推进者遥
（黄德升 覃 勇）

公司召开 2012年QC成果发布会
14个 QC小组同场竞技
古益选厂 QC 小组项目获得一等奖

本报讯 2012年 12月 18至 20日袁 公司组织安全检察人员深入
佛子矿区尧河三矿区及冶炼公司袁进行年终安全生产大检查遥
检查组对井下通风防尘系统尧采场安全防范措施尧炸药库防火防

潮情况尧设备管理情况等做了检查遥 安检人员对安全意识薄弱的员工
给予了批评教育袁对现场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指导与纠正袁对一些不能
马上整改的问题做了详细记录袁确保安全检查无遗漏袁保障公司安全
生产遥
在随后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袁 检查组对发现的问题要求限期整改袁

并落实了责任部门遥还要求各厂矿车间在年终大检修时将设备故障维
修好袁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遥 在 2013年雨季到来之前袁要求车队派人
对公路进行排查袁确保公路运输的畅通遥 （覃雪英）

公司开展年终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2012年 12月 25日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姚根华到公司检
查 2013技改项目申报工作袁对河三选厂申报的技改项目的选址尧技改
方案及技改实施计划进行了指导遥

在河三选厂钢材库技改项目选址现场袁 姚根华副总经理指出袁
2013年集团公司技改资金有限袁要求河三选厂技改资金投入要用到实
处袁落到关键点上袁让技改项目为集团效益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遥 随
后袁在破碎车间原矿堆场袁姚根华副总经理与大家一起讨论河三选厂
原矿仓格筛技改项目方案袁在研讨过程中袁姚根华强调袁要认真做好各
项技改方案的可行性分析袁做到有必要性尧有可行性尧有实用性尧有效
益性遥 (黄德升)

姚根华指导 2013年技改项目申报工作时指出

技改资金投入要用到实处

本报讯 元月 8日袁华锡集团副总经理姚文治尧刘湘平一行在佛
子矿业公司领导黄汉波尧黄希文的陪同下袁冒着严寒到冶炼公司看望
干部职工袁调研指导工作遥 并对冶炼公司粗炼底吹炉尧电解车间尧综合
回收车间进行考察指导遥
姚文治副总经理一边听着汇报一边巡视袁详细了解六万吨电解铅

技术改造项目的生产经营状况袁以及后续底吹还原炉和锑综合回收项
目的投标尧建设情况遥 听完汇报后袁他鼓励大家一鼓作气袁狠抓安全袁重
视环保袁保质保量完成后续新项目的建设工作袁在新的一年里袁按集团
公司的要求更好更快地发展遥 （贺 琼）

姚文治、刘湘平到冶炼公司调研时提出

保质保量完成后续新项目建设

本报讯 野安全环保关乎企业的生
死存亡袁是条高压线碰不得袁降磷降铬
势在必行遥 我们要树立危机感袁想办法
推进重金属项目建设袁解决选厂耶两废爷
排放问题遥冶在听完刘教授的讲课后袁公
司总经理黄汉波斩钉截铁地说遥

1 月 4 日袁公司举办以野选矿清洁
生产工艺冶为主题的技术讲座袁邀请了
广东工业大学刘如意教授来授课遥公司
领导黄汉波尧黄希文尧谭建助袁河三选
厂尧古益选厂尧安环科尧质检科相关人员
共 14人参加了讲座遥
目前袁选厂产生的主要排污物有两

种院一种是废水袁一种是废渣尾矿遥刘教
授针对选矿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尧废渣
的达标排放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袁外排废
水主要控制好磷和铬两个元素的含量曰

尾矿的处理袁将尾矿做水泥用袁是目前
解决尾矿库库存问题的有效办法袁也是
节能减排尧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遥 但从
长远来看袁尾矿可能有利用价值袁目前
技术还不够发达袁在若干年之后袁技术
成熟了袁 尾矿里的稀有金属或可提取遥
为了处理好废水和废渣袁 要统筹安排袁
科学规划袁 将过滤的废水进行净化处
理袁并利用尾矿库来沉淀澄清袁就可以
达标外排袁可避免库外建处理池袁对废
水循环使用也是有行之有效的遥
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在听刘教授的

课后说自己受益匪浅袁他指出袁要善于
从整体上看问题袁特别是我们搞生产做
技术的袁要学会用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
数据去说话袁这样我们才能少走弯路遥

（吕岳阳）

安全环保关乎企业生死存亡
公司举办选矿清洁生产工艺技术讲座

本报讯 去年 12月 18日袁自治区
国土厅绿色矿山建设检查组到公司实
地检查绿色矿山建设情况遥检查组对监
测监控系统建设尧废石场复垦复绿以及
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取得的进展表
示高度赞扬遥
公司于 2011年组织申报国家级第

二批绿色矿山试点单位袁2012 年 3 月
正式获得授牌袁并于同年 8月通过了绿
色矿山规划设计评审遥公司计划投入资
金 21580万元袁严格遵守绿色矿山建设
的九大基本条件袁紧抓重点环节尧重点
工程袁做到野突出重点尧兼顾全面冶遥目前

公司规划的矿山资源整合工程尧尾矿回
收硫铁矿的研究与应用工程尧选矿废水
循环利用研究工程尧重金属污染防治工
程等 13 项重点工程 2012年已启动了
9项袁其中古益矿坑水的综合利用工程
和破碎车间除尘系统改造工程预计近
期可完成遥 公司的采矿回采率尧选矿回
收率尧资源综合利用率指标也得到了相
应的提高袁绿色矿山建设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遥 此次检查袁检查组要求公司在未
来 3年内加大投入袁 加快绿色矿山建
设袁争取 2015年实现竣工验收遥

(莫焕东)

绿色矿山建设已启动 9项重点工程
公司获自治区国土厅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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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野我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还不够深入尧细
致遥 整改措施是尽量做到每月都深入基层开展调研袁了
解我们职工群众包括工程队员工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尧
疑难问题袁并做出科学分析尧有效指导遥 冶公司党委书记
黄希文在自我批评环节中指出自己的不足遥

野我与地方政府尧以及集团公司的相关领导的汇报
做得不够袁 有些沟通做得不到位袁 下一步我要有所侧
重袁工作主动些袁争取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遥 冶公司总经
理黄汉波如是说遥

野我做得不好的地方袁黄书记都比较委婉地指出袁
对我的激励不够袁 希望对我做得不好的地方提出严肃
批评袁帮助我改进遥 冶公司副总经理谭建助如是说遥

野我办事不够果断袁不够深入尧不够细致遥 2013年要
加强工作力度袁尽自己的能力为一线服务袁为职工创造

良好的生活环境遥 冶分管公司后勤工作的梁壮初副总经
理如是说遥

野本人性格比较急袁批评下属和员工的方式可能不
够妥当袁这是我下一步需要重点改正的方面遥 冶公司副
总经理安剑刚如是说遥

噎噎
野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袁该如何加强作风建设袁促

进企业和谐发展钥 冶这是佛子矿业公司 2012年 12月 27
日召开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主题遥 梧州市国资委
纪委书记黎丽红尧华锡集团纪委副书记谢桂林尧佛子矿
业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公司各单位代表袁共 24人参
加了此次民主生活会遥 企业领导人肩负着重大责任袁一
言一行以及一个决策都关乎企业的发展袁 会议中各班
子成员敞开心扉袁 开门见山地对各自的工作以及理想

信念尧政治纪律尧民主作风尧廉洁自律尧联系群众六个方
面开展剖析与自我批评袁会议在严肃认真的气氛中持续
了 4个小时遥
梧州市国资委纪委书记黎丽红评价此次民主生活

会时说袁佛子矿业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的检查批评与剖析
都很到位袁会议开得不错袁班子是实干的尧务实的尧和谐
的遥 华锡集团纪委副书记谢桂林对班子还提出两点建
议袁一是十八大针对领导人员改进作风提出了八大新规
定袁希望班子成员深入学习遥 二是重视职工的意见和建
议并进行整改袁 班子成员的个人突出问题也要加强整
改袁特别是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方面袁要带动各职能
部门改进作风遥

（邓杨瑞）

开门见山剖思想 真心实意谋发展
佛子矿业公司党委召开 2012 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元月 8日上午袁 在冶炼公司电解车间女
员工兰桃窄小的房子里袁 广西有色集团董事长李阳通
坐在这对夫妇旁袁 亲切地询问二人的身体情况和生活
情况后袁马上安慰这对年轻的夫妇院野困难只是暂时的袁
当务之急是要保养好身体遥 冶他还指示袁如果身体情况
允许了袁单位会积极为他们提供帮助遥

兰桃是一个 80后年轻员工袁丈夫三年前患上了颅
内真菌性感染袁长期需要开刀治疗袁医药花费很大袁家
里还有一个 4岁的女儿在读幼儿园袁 家庭生活十分困
难遥 在场的华锡集团副总经理姚文治尧刘湘平袁佛子矿
业公司领导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也纷纷给这对年轻夫妇
加油打气袁并送上了慰问金尧米尧油袁给他们拜早年遥 紧

接着袁慰问团还到 66岁困难党员梁日庆尧劳模李远明
等职工的家中慰问袁给他们送去节日祝福遥
据了解袁 为确保困难职工温暖过节袁 广西有色集

团尧 华锡集团及佛子矿业公司均成立了送温暖活动领
导小组袁组织工作人员走访慰问部分困难职工尧困难党
员及劳动模范袁在了解困难职工生产生活状况的同时袁
努力为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袁 切实把企业的温暖送到困
难职工的心坎上遥在本次野心系职工情袁温暖进万家冶活
动中袁公司对 43户患长病尧大渊重冤病人员尧13户工伤
致残人员尧11户离退休人员进行了慰问袁对 78户困难
补助对象分甲尧乙尧丙三个等次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遥
此外袁在这次送温暖活动中袁华锡集团帮扶中心给公司
下拨了 2万元帮扶基金遥 （陈洁瑜 邓杨瑞）

心系职工情 温暖进万家
集团董事长李阳通到公司送温暖

本报讯 1月 10日袁 集团政工部
副主任方华尧李绚等一行共 5人到公司
检查党建工作遥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汇
报了公司 2012年的党委工作情况遥

检查组根据 叶广西华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2年党建目标管理责任制
检评表曳袁对领导班子建设尧党建工作尧
党建带工建妇建团建工作三个方面 30
项内容进行检查遥从叶党支部工作手册曳
到会议签到表袁检查组对原始台帐进行
了认真仔细地检查袁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指出了公司 2012年党建工作存在的问
题院 一是中心组学习内容过于单调袁局
限于学习文件曰二是未对党小组长开展

专门的培训袁 党员轮训工作台账不健
全曰三是党建带工建团建妇建的内容没
有专门的记录本袁 三者混在一起记录曰
四是对职工思想的研究没有达到半年
一次遥
随后袁方华一行还到冶炼公司对企

业文化建设进行了专项检查遥在谈到公
司的企业文化建设时袁 方主任强调袁要
把冶炼公司作为佛子矿业公司建设企
业文化的试点单位来抓袁冶炼公司具有
很好的优势袁 职工年龄结构年轻化袁具
有很好的可塑性遥 在冶炼公司袁检查组
还走进车间进行了企业文化现场问卷
调查遥 （吕岳阳）

集团检查公司党建与企业文化建设

本报讯 2012年 12月 26日袁华锡
集团总法律顾问张永忠率有关人员到
公司袁 对 2012年经济责任制执行情况
进行考核调研袁 并对 2013年承包经营
责任提出了建议遥

公司总经理黄汉波分别从生产经
营尧企业管理尧职工福利和成本控制等
方面向调研组做了具体阐述袁并对所面
临的困难作了说明遥考核调研组对公司
一年来的工作给予肯定袁希望公司继续
努力拼搏袁 认真落实好承包经营责任

制袁明确职责袁不断加大成本管控力度袁
不断创新工作思路袁确保经济效益最大
化袁谋求企业更大发展遥
张永忠强调袁当前集团各项生产经

营压力大袁 各单位要积极开展工作袁降
成本袁 提产量遥 在确定 2013年生产成
本尧产量尧内部利润等各项承包经营指
标时袁集团公司会针对实际困难作出相
应的工作部署袁同时希望佛子矿业公司
根据自身的情况袁 不断克服当前困难袁
提高生产经营利润遥 (徐敏霞)

华锡集团到公司调研

考核经济责任制执行情况

本报讯 2012年 12月 22日袁 冶炼公司成功试产首批纯
度为 99.987%的金锭袁 冶炼综合回收项目又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遥
按照自治区尧有色集团尧华锡集团做大做强做优企业的要

求袁冶炼公司进一步加大技改力度袁积极开发贵金属综合回收
项目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袁不断提升资源开发和综合

利用水平遥在铅冶炼的基础上袁利用现有的资源袁大力发展金尧
银等有色多金属加工产业袁加快节能环保增效产业的步伐遥去
年 6月成功浇铸了纯度高达 99.99%以上的国标一号银锭袁紧
接着 7月产出了粗铜袁12月金锭又试铸成功袁 这使公司冶炼
新产品开发又迈上新台阶遥 （贺 琼 韦沛坤）

冶炼公司金锭试铸成功

图 1院冶炼公司总经理安
剑刚渊左二冤在示范指导铸金
操作遥
图 2院工作人员将金液倒

入模具遥
图 3院公司成功试铸的首

批金锭遥
贺 琼 /摄

华锡集团帮扶中心给公司下拨2万元帮扶款遥 邓杨瑞 /摄李阳通(右5)尧姚文治渊 右4冤一行与困难职工兰桃夫妇亲切交谈遥 陈洁瑜 /摄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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