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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2日，从广西新闻学会企业报研究会好
新闻作品评选会上传来喜讯，本报送评的七件作品全获奖，
其中，有三件作品斩获一等奖。
覃日雄作品《“红线”踩不得》、梁剑洪作品《“银娃娃”诞

生记》、唐廷杰作品《卖酒》分别获得消息类、通讯类、文艺类
一等奖。此外，邓杨瑞作品《总经理书记登台宣讲企业文化
核心理念》获消息类二等奖，麦少迪作品《技能比武好》获言
论类三等奖，《佛子矿业》报 2012年 5月 15日总第 57期第
二版的《青春铸辉煌 献礼十八大》专题、2012年 12 月 15
日总第 64期第三版《副刊》版获得好版面奖。
据悉，此次广西新闻学会企业报研究会好新闻好作品

评选共有 30家会员单位共 210个作品同场竞技，分为消
息、通讯、言论、文艺作品、好版面五大类。这次评选活动，采
取了不同以往的现场评选形式，公平、公正、公开地进行评
选，大大提高了好新闻好作品评选的含金量。公司此次推荐
的 7个作品，在评选过程中均得到了评委的肯定。其中，
《“红线”踩不得》这篇消息标题制作简练明确，两个版面编
排设计独特新颖，得到了评委们的高度赞赏。

（邓杨瑞）

广西企业报好新闻好作品评选揭晓

本报《“红线”踩不得》等
三篇作品斩获一等奖

本报讯 3月 5日，公司团委在冶炼公司会议室举行授
书仪式，正式启动创建学习型团组织“读书活动”。

本次授书仪式共发放了 50多本书。授书仪式上，公司
党委委员、冶炼公司党支部书记江壮钧就冶炼公司青年员
工的情况做了分析，他指出，冶炼公司员工现平均年龄为
28.6岁，青年人作为公司的主要力量，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是
首要任务。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杨守涛对团员青年提
出要求，要求广大团员青年通过多种形式强化学习，并希望
团员青年们立足岗位成长成才，学习雷锋精神干一行爱一
行。

（沈兰英）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全面建设学习型团组织

公司团委启动读书活动

本报讯 公司参加 2012年华锡集团星级红旗设备
竞赛的五台设备中，古益矿竖井电梯晋升为二星级设
备，连续两年获红旗设备奖。另外古益红卫坑口矿用提
升机、古益选厂圆锥破碎机、河三选厂圆锥破碎机三台
设备首次参赛，被评为一星级红旗设备。

（唐廷杰 梁斌生）

公司五台设备参加集团 2012 年
星级红旗设备竞赛

古益竖井电梯晋升为二星级设备
本报讯 2月 26、27日，自治区安全监督管理局领导吴国平率

领梧州市、岑溪市安监局领导及相关人员，在广西有色集团副总经
理赵石德的陪同下，到公司进行安全环保检查，确保全国“两会”期
间安全生产。
检查组先后到古益矿、河三矿区、冶炼公司，实地检查尾矿库、

红卫坑口、冶炼厂区。27日总结会议上，吴国平肯定了公司对春
节、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环保生产工作的部署。赵石德副总经理传
达了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近期生产安全事故防范
应对工作》文件的重要精神，并强调，“两会”期间公司要充分重视

和认识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切实落实防范应对措施；要全面开展
安全生产自纠自查活动，杜绝隐患；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
责任主体，严格落实领导井下带班管理制度；要积极完善矿山井下
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及雨水污水收集池等建设；重点加强井下采
空区，冶炼制酸系统、煤气站、氧气站及雨水收集池水闸的管理；抓
好新员工技能、安全教育培训；做好安全环保工作汇报书面材料，
强化监督管理和事故防范应对工作，确保 “两会”期间安全生产。

（贺 琼 梁胜文）
上图为检查组一行在冶炼电解车间检查。 贺 琼 /摄

确保“两会”期间安全生产
自治区安监局检查公司安全环保工作

本报讯 佛子矿业公司对中层管理人员的
选拔、使用、管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
标准。3月 11日，公司首次召开冶炼公司中层
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和中层干部后备人选推荐
大会，会议在冶炼公司进行。
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纪委书记杨守涛，

副总经理安剑刚、刘远德，党委办公室考核人
员以及冶炼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和职工代表等共 93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考核分为个人业绩量化考核、领导评

格、群众评价等三大块，从德、能、勤、绩、廉等
五个方面，对冶炼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12年
的工作业绩和履职情况进行全面细化考核。同
时，通过组织推荐、民主投票的方式，在中层管
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推选一批品德高尚、能力
突出的优秀人才到后备干部队伍中，为企业发
展储备人才。
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对冶炼公司中层管

理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他说：“形成以德修
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

的用人导向，是我党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对干
部选拔任用标准要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
我党长期坚持的标准。”他指出，全体管理人员
要从大局意识、团队建设、更新理念、控制欲望
四方面加强修炼自身的“德”，从分工负责、民
主管理、细化任务、真诚团结等方面增长自己
的“才”。他还就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意义和
方法等方面作了说明，要求党组织引领党员和
管理人员为企业经济建设多想法子、多作贡
献，广大党员干部要长期沉在生产一线，密切

联系职工群众，集中精力抓好重点工作、攻克
难点事务和解决热点问题。此外，黄书记还就
中层管理人员的使命感、角色定位及沟通技巧
进行了指导，他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合作才能
共赢，希望党员领导干部忠于企业，把企业当
作自己的家，与企业兴衰同呼吸、共命运，要树
立终身学习的思想，要有勇于开拓的精神，不
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江壮钧）

德 才 兼 备 以 德 为 先
公 司 首 次 召 开 冶 炼 中 层 绩 效 考 核 和 后 备 人 选 推 荐 大 会

本报讯 2月 18日，梧州市安监
局局长邵兵、岑溪市安监局局长陈永
福、苍梧县安监局局长潘树坚等一行
10余人，在公司总经理黄汉波的陪同
下，到古益矿检查指导节后安全生产
工作，并给 200多名工程队员工做了
安全培训。
市安监局局长邵兵要求，开工前

要做好各个工作面的排查验收工作、
特别是险要地段一定要经过严格检

查验收合格了才能开工，并做好人员
记录情况；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雨
季来临前做好防汛以及各个工作面
的突发应对工作；要做好井下通风避
险防范工作、确保每个下井人员安
全；要做好节后员工的收心思想工
作，从思想、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加
强和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

（唐廷杰韦 芸）

市安监局强调节后生产重在安全

本报讯 古益矿切实加强节后安全生产工作，增强企
业员工的安全意识，从源头上消除各种隐患，确保全年安全
生产开局良好。2月 18日至 20日，古益矿、安全科、生产科
开展为期三天的节后安全生产培训。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邀请了佛子冲派出所所长，公

司领导、安全科、生产科及古益矿相关管理人员作安全教育
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法律法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安全意
识、规章制度、班组建设和白国周班组管理等知识，同时还
分别对特殊工种如爆破、运输、提升等进行安全培训。培训
中特别强调，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
安全生产意识，强化工作责任心，将安全工作做到位。

（唐廷杰韦 芸）

古益矿组织节后安全
生产培训

本报讯 3月 9日，自治区环境安全检查调研组一
行到冶炼公司检查环境安全工作。
在会议室，调研组认真观看了冶炼公司的宣传片并

听取了重金属防治工作及企业运行情况。自治区环保厅
巡视员、调研组组长梁斌指出，公司要高度重视生产中
的“三废”排放，确保达标排放；加强重金属污染的环境
监管和防治工作，妥善处置危险固体废物；严格执行厂
区周边环境安全防护距离标准，保障周边环境安全。随
后，梁斌一行深入渣场、污水处理厂实地检查。

（贺 琼）

自治区环境安全检查调研组强调

保 障 环 境 安 全
落 实 环 保 建 设

本报讯 3月 12日，岑溪市委书记严伯贵、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胡六才、市政协副主席、财政局局长唐家
明等到河三矿区调研。
严伯贵就发展地区经济，如何做好安全生产、做好

铅锌矿产业，如何处理好矿农关系，实现互利共赢等问
题与企业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企业发展，在政策上继续给予扶持，同时加
紧协调，尽快帮助企业解决所反映的问题，为企业创造
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梁胜文）

岑溪市委书记严伯贵到公司调研

政策扶持 加强协调

创新形式建绿色选厂
本报讯 河三选厂鼓励获得集团以上奖励的优秀

集体捐助绿化园地。3月 11日、12日，组织职工干部 30
多人次，利用工余时间，清理、修整办公室前和派班室门
前的空地，并种上了几十棵木棉树、异木棉、风铃花、桃
花、玫瑰花等各类花木。
据悉，河三选厂此次植树节所种的树种、花种，均由

先进集体———集团公司优秀模范小家（河三选厂磨浮班
组小家）与集团十佳巾帼标兵岗（河三选厂浮选巾帼岗）
捐助。今后，河三选厂将在派班室前面开拓一个选厂绿
化园地，鼓励获得集团以上奖励的优秀集体对绿化园地
进行绿化捐助，逐步充实绿色园地，在改善职工工作环
境的同时提升职工的集体荣誉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美
化厂区，创建绿色选厂。 黄德升 图 /文

古益矿植树绿化“家园”
3月 6日、7日，古益矿党团员 80多人在古益矿门

禁大楼周围空地上开展植树活动。 共填充了约 180吨
的泥土、石渣，挖了 15个 1米深的树坑，还在坚硬的石
子下挖出了两条长约 20米的水沟。一名党员说：“矿山
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趁着这植树的好季节，我们出
点力气种下一片绿意，我们的家园将会更美好。”

韦 芸 /摄

冶炼公司党团员植树 1700 株
3月 9日上午，冶炼公司开展“绿色苍冶 环保苍冶”义务植树活动，250余名党团员分别在厂区围墙周边、边

坡、渣场路段植树，共栽植苗木 1700多株，为厂区增添了一片新绿。 贺 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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