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公司佛子矿区新大学生
公寓楼经过一年的施工建设袁4月 23
日下午接受竣工验收遥
据了解袁 为了改善矿区大学生员

工的居住环境袁 公司投资 158万元在
佛子矿区建造新大学生公寓楼遥 该公
寓楼由梧州市建联建筑设计公司设

计袁于 2012 年 5 月份正式动工袁建筑
面积为 1050平方米袁 占地面积为 226
平方米袁整幢楼共 5层袁可提供 35 套
单间宿舍遥目前袁公寓楼的配套设施均
已完善袁野五一冶假期后袁符合条件的大
学生员工将可入住遥

（梁明艳）

矿区新大学生公寓楼竣工验收

本报讯 2013年是公司开展企业
文化建设关键的第二年袁 带着如何开
展企业文化宣贯落地工作尧 如何建设
好企业文化视觉系统等问题袁4 月 19
日袁 公司党委组织党建与企业文化工
作者 20 多人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学习交流活动袁 梧州
市国资委纪委书记黎丽红尧 公司副总
经理安剑刚带队遥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跨行业尧现代化的上市公司袁有
着国内一流尧亚洲最大的中药产业园袁
有着著名的野双钱冶龟苓膏品牌袁是梧
州市的龙头企业袁各项生产技术尧管理
以及企业文化建设都非常出色遥 在中
恒集团总裁办主任李汉南的陪同下袁
交流团参观了中恒集团企业展览室
（见上图）及龟苓膏产业展示园袁深入
了解中恒集团的发展历程尧战略规划尧
企业产品及文化建设遥 （邓杨瑞）

拓宽视野 汲取精华
公司与中恒集团开展企业文化交流活动

本报讯 5月 6日袁 公司纪念五四运动 94周年暨
青年先进表彰大会在佛子大酒店会议室召开遥 公司总
经理黄汉波袁纪委书记尧工会主席杨守涛出席了会议遥
会议对为公司的发展和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 8个

先进集体和 50个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袁3位优秀青年
代表作了经验发言遥
黄汉波对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遥他指出袁

当前公司上下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袁 公司各级
团组织要融入中心尧把握大局尧明确任务袁组织开展好

野增收节支 降本增效冶主题活动袁统一青年的思想和
行动袁进一步提高青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袁真正使团组
织成为广大团员青年迎接新挑战袁接受新考验袁展现新
作为的坚强后盾遥 他还希望广大青年充分发挥知识和
智力优势袁立足本岗尧学技成才袁做到干一行尧爱一行尧
专一行袁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学有所长尧业有所精的有
用人才袁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劳动者袁成为建设美好
佛子的生力军遥 (沈兰英)

公司召开纪念五四运动 94 周年暨先进表彰会
黄汉波勉励青年做业有所精的有用人才

慰 问 劳 模
5月 2日，集团公司、佛子矿业公司联合开展慰问劳模活动。图为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万杰芳(右

1)代表集团公司为劳模送上慰问品。 陈洁瑜 / 摄

领导走基层

自治区工信委副巡视员王萍到冶炼公司调研

安全才会平安 安全才会出效益
本报讯 4月 24日袁 自治区工信委副巡视员王萍一

行 13人袁在梧州市安监局和市工信委领导的陪同下到冶
炼公司督查指导工作遥王萍指出袁公司要高度重视安全标
准化建设工作袁强调安全才会平安袁安全才会出效益袁公
司要按照国家要求抓紧完成各项职业监测工作和环保验
收工作遥 （贺 琼）

市安监局到公司检查工作强调

加强尾矿库管理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 4月 11日袁梧州市尧岑溪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检查组到公司河三矿区袁现场检查尾矿库安全情况遥
检查组对公司尾矿库的安全管理工作给予了肯定袁

同时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汛期已至袁要做好尾矿库日
常巡检和观测工作袁特别是雨天要加强值守袁做好记录袁
确保安全度汛遥 二是尾矿再利用开发要尽快按规定完善
相关手续袁并要加强安全管理袁在库区周围竖立安全标识
牌袁防止闲人进入遥 三是汛期要定期进行自检自纠袁并及
时向有关部门汇报遥 （梁胜文）

华锡集团副总经理廖春图到冶炼调研

改进技术装备提高综合回收率
本报讯 4月 23日袁 华锡集团副总经理廖春图到冶

炼公司调研遥
调研中袁 廖春图强调当前要抓紧还原炉直接炼铅节

能减排工程技术改造袁有效降低粗铅能耗曰尽快处理冰铜
渣等中间积压产品袁使公司正常运转曰切实做好环境保护
工作袁确保环保各项工作通过验收曰要从提高综合回收率
着手袁大力推进锑工业清洁生产;改善员工工作环境袁提
高员工待遇曰高薪引进技术尖端人才曰改进技术装备袁提
高综合回收能力袁 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
能力遥他表示集团支持整个工艺装备的改进袁确保工程项
目顺利实施遥 （江壮钧 贺琼）

集团财务总监刘建武到冶炼公司调研

做好存货管理盘活资金
本报讯 4月 15日尧16日袁 华锡集团财务总监刘建

武带领集团生产部尧企管部一行 8人袁对冶炼公司经营管
理尧物料结存尧成本核算工作进行专项指导遥
刘建武指出袁公司要做好存货管理袁盘活资金袁处理

好冰铜和冰铜渣等中间品的生产经营耗用和对外加工及
销售袁降低库存袁加快资金周转曰加强财务管理体制建设袁
监管尧控制好资金流向袁围绕低成本周转袁处理好生产经
营与财务管理的关系曰严把物料入厂质量关袁做好原料取
样尧化验尧计量及台账工作袁保证数据准确袁确保回收率曰
要改善经营袁增产节支袁节能降耗袁实现经济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遥 （贺 琼）

本报讯 近日袁从梧州市总工会庆祝野五一冶国际
劳动节暨表彰大会上获悉袁 公司工会被梧州市总工会
授予野先进基层工会冶荣誉称号袁工会主席杨守涛同志
被授予野优秀基层工会工作者冶荣誉称号袁生产科江河
获梧州市野五一劳动奖章冶袁河三选厂磨浮丙班尧古益选
厂磨浮甲班荣获梧州市野工人先锋号冶遥

2012年袁公司工会以企业的生产经营奋斗目标为
中心袁团结动员全体员工以野当好主力军袁建工耶十二
五爷立功竞赛冶等活动为载体袁深入开展争创野资源节约
型 环境友好型冶企业竞赛尧创建模范职工之家尧创建学
习型班组及开展野安康杯冶野建功杯冶野星级设备冶劳动竞
赛等活动袁较好地发挥了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遥
获得梧州市野五一劳动奖章冶的江河一直以来立足

岗位尧牢记职责袁近年来参与的全国危机矿山资源潜力

调查项目预测和钻孔设计论证及施工工作项目袁 为单
位申请国家资金 1100万元袁探获金属量 14万吨袁创造
潜在经济价值 5亿元遥 2012年他主持对斜井掘进设备
进行了改进袁 斜井掘进由原来手工出渣改为履带式耙
渣机和耙斗式耙渣机联合出渣袁 大幅度降低工人劳动
强度袁 斜井掘进效率由原来 25米/月提高至 40米/月袁
加快了深部开拓工程进度遥 此外袁2012年河三选厂磨
浮丙班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尧 团结一致袁 在安全生产指
标尧操作技能劳动竞赛尧合理化建议和职工小家建设等
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遥 古益选厂磨浮甲班始终把安全
生产作为工作的核心袁勇于开拓创新袁业务技能和水平
通过交流和竞赛不断提高袁 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遥 （韦娟清 严 媛）

团结员工当好主力军
公司工会及先进班组个人获梧州市总工会表彰

本报讯 4月 27日袁从广西有色金属工业
第三十三次 QC 小组成果发表暨表彰会上获
悉袁河三选厂 QC小组继去年在该行业中勇夺
桂冠后袁今年以叶减少浮选系统月故障次数曳项
目再度蝉联第一袁 获得 2013年度广西有色金
属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遥

据悉袁 此次 QC成果发表共有华锡集团尧
中国铝业集团广西分公司尧 广西投资集团尧十
一冶建设集团等企业共 40个 QC成果参加了
发布会遥 在现场发布过程中袁河三选厂 QC小
组发表人欧燕华尧覃勇配合默契袁以饱满的热
情尧生动的语言尧标新立异的发表方式袁运用多

媒体进行了精彩的成果展示袁得到了现场评委
和参会人员得一致好评和认可袁获得了本次发
表会的第一名遥他们因此获得了参加 7月份自
治区级 QC成果发表会的资格袁同时袁也意味
着获得了一张竞争 野国优冶QC成果的 野入场
券冶遥 （覃 勇 欧燕华）

喜 获 一 张 竞 争“ 国 优 ”入 场 券
河三选厂 QC 小组再摘广西有色金属工业 QC 成果桂冠

本报讯 近日袁从华锡集团传来喜讯袁佛子
青年收获了众多奖项遥公司获得华锡集团 2012
年度青年职工创新创效活动优秀组织奖单位袁
2012年开展的 48个青工五小创新项目中袁仅
获得集团表彰的 25项就创造经济效益约 284
万元遥
据了解袁2012年公司团委积极开展青年创

新创效尧青年岗位能手尧青年文明号尧青年安全
生产示范岗尧导师带徒等活动袁帮助青年成长

成才遥 创新创效活动中袁青年团员们在公司团
委的组织下袁 紧紧围绕公司的生产经营中心袁
深入开展创新创效野项目书冶尧青工合理化建议
野金点子冶 台尧野六个一冶 创新创效主题实践活
动袁取得了良好成绩遥 其中袁骆扬开展的项目
叶制氧系统液氧反充启塔工艺曳尧雷鸣开展的项
目叶铸渣机脱模锤曳尧吴洪叶开展的项目叶1#球
磨机磨矿分级系统排矿槽角度改造曳获得华锡
集团青工野五小冶创新创效一等奖袁杨静连等 5

人获得二等奖袁王平等 17人获得三等奖遥
此外袁 冶炼公司团支部被华锡集团评为

野五四红旗团支部冶袁古益矿电工班青年文明号
被评为野优秀青年文明号冶袁莫超华被评为野十
佳青年冶遥 邓杨瑞尧陈燕萍两名团干被评为野优
秀共青团干部冶袁沈世江尧莫源盛尧陈俊希尧罗
金尧梁新尧梁潇尧李宗华 7人被评为野优秀共青
团员冶遥

（邓杨瑞 沈兰英）

佛子青年收获集团多项奖
25项青工“五小”项目为公司创造效益约 2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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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 公司 22项合理化
建议获华锡集团奖励 3万元遥 2012年
公司共收集合理化建议 36项袁 其中
22个项目按计划完成并取得了成效袁
创经济效益 601.78 万元袁 冶炼公司
野充分回收富余氧气生产液氧技术改
造冶 一项建议仅一年就为公司创收
238万元遥
据了解袁在 2012年公司群众性合

理化建议活动中袁 为确保建议的有效
实施和可操作性袁 公司成立了合理化
建议评审小组袁 对申请备案的合理化
建议进行评审遥 广大员工围绕公司的
生产经营目标畅所欲言袁 指出公司在
生产尧经营尧管理存在的问题袁积极为
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献计
献策遥 （邓万球）

员工为企业发展献计策

合理化建议创效 600 万

本报讯 从 5月 7 日华锡集团召
开的能源会议上获悉袁 公司超额完成
集团公司 2012 年下达的节约能耗-
350吨标煤的目标袁全年实现节约 370
吨标煤袁荣获华锡集团 2012年节能降
耗三等奖遥

公司在 2011年度获华锡集团节
能降耗三等奖的基础上袁2012年继续
落实节能措施袁 加大节能降耗宣传力
度袁积极开展节能降耗劳动竞赛活动遥
根据节能目标把责任层层分解到各单
位袁与各单位签订了责任状袁直接与经
济挂钩遥

节能降耗活动首先在古益矿试

行遥 古益矿开展了节能降耗劳动竞赛
活动袁挖掘班组节能降耗的潜力遥如制
定了 叶古益矿工程队宿舍用电阶梯电
价管理规定曳袁 修复了各种废旧设备尧
配件等遥
其次袁从电能质量管理上要成效遥

加强电能管理袁 确保无功补偿装置正
常投入袁2012年公司获电力部门无功
补偿奖励约 18万元遥
除此之外袁公司投入资金袁给河三

选厂尧河三管理处电牌班尧古益选厂尧
古益矿尧 铸钢厂等更换了一批高耗能
设备,提高了生产效益遥

(覃雪英 梁灏熙)

多 举 齐 上 节 能 降 耗
公司再度获集团奖励

本报讯 野五一冶国际劳动节前夕袁公
司组织开展野中国梦窑劳动美冶系列活动袁
奏响 野劳动创造价值,奋斗成就梦想冶的
时代主旋律遥

4月 28日袁公司召开了纪念野五一冶
国际劳动节 123周年暨工会工作表彰大
会袁对获得公司野模范职工小家冶尧野优秀
工会干部冶尧野工会积极分子冶等称号的先
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 副总经理黄希文在

会上指出袁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袁面对新形势尧新
任务尧新要求袁工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袁
学习宣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

展道路袁以建设一流职工队伍尧创建和谐
发展环境为目标袁 以激发创造活力为重
点袁深入实施职工素质尧民主管理尧职工
关爱尧创新创效和党群共建野五大工程冶袁
努力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袁 为公司的改
革发展做出新贡献遥
纪委书记尧 工会主席杨守涛对 2013

年工会工作进行了部署遥 2013年公司工
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袁在
贯彻执行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的 野中国
梦窑劳动美冶的活动实施过程中袁与公司
各项工会工作结合起来袁 进一步完善员
工民主管理机制袁 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袁继续深入开展争创野资源节约型 环

境友好型冶企业活动竞赛尧劳动竞赛尧技
术比武尧岗位练兵尧导师带徒等活动遥 组
织动员全体员工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公司
2013年的生产经营目标做出新贡献遥

此前袁公司工会组织的野中国梦窑劳
动美冶纪念野五一冶 系列活动已在 4月下
旬陆续开展遥
一是开展大力弘扬劳模和先进典型

精神活动遥公司在各片区宣传栏和叶佛子
矿业曳报对劳模和先进典型进行宣传袁增
强员工对企业尧社会的责任感袁营造脚踏
实地尧勤奋创业尧劳动致富的发展理念袁
积极营造野庆五一尧颂劳模尧促发展尧助和
谐冶的良好氛围遥

二是结合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
活动遥 野五一冶前后袁公司工会及各分会分
别在佛子矿区尧河三矿区尧佛子小区开展
气排球尧拔河比赛等活动袁不断丰富员工
精神文化生活袁 让员工群众在参与中提
升素质尧增强凝聚力尧提升幸福感遥
三是开展慰问劳模和关爱帮扶困难

员工活动遥一直以来袁公司工会都对公司
劳模尧困难员工的生活十分关心袁野五一冶
期间袁工会广泛开展了走访慰问劳模尧帮
扶救助特困职工等活动袁 把开展系列活
动与为员工办实事尧解难事结合起来袁与
经常化的帮扶送温暖活动结合起来遥

（陈洁瑜）

劳动创造价值 奋斗成就梦想
公司开展“中国梦·劳动美”系列活动

本报讯 近日袁 由广西梧州市国
税局尧 地税局联合组成的梧州市纳税
信用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审袁 公司被评
为 2011耀2012年度全市纳税信用等级
A级纳税人遥

据了解袁A 级纳税人是纳税信用
等级的最高级别袁 是对企业在为地方
经济建设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在税务

工作上取得成绩的肯定遥 此次评审是
梧州市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以
来进行的第三次考评袁 而这也是公司
第二次被评为纳税信用等级 A级纳税
人遥对于被确定为 A级纳税人的企业袁
主管税务机关将依法给予放宽发票领
购限量尧免除两年税务日常检查尧激励
办税服务等鼓励遥 （黄喜波）

公司获梧州市纳税信用等级
A级纳税人荣誉称号

本报讯 4月 17日上午袁公司在矿区会议室召开
创建安全标准化动员大会袁全面铺开 2013年创建国家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二级企业工作袁 各基层单
位有关人员 40多人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宣布了创建安全标准化领导小组与各工作
小组成员名单袁 布置了各单位创建安全标准化所负责
的各项工作任务与具体工作安排院1-3月份完成文件
的制定工作袁4月份全员动员阶段袁5月份完成各操作
规程与井下作业现场安全标准化的修订工作袁6 月份
收集相关资料进行评审袁7月份做好初评打分袁查漏补
缺等工作袁8月份全面整理资料袁9月份编写自评报告袁
完成申报材料遥
动员大会上袁公司总经理黄汉波强调袁公司创建安

全标准化二级企业的主要目的是院 通过创建安全标准
化向更高的安全标准迈进袁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袁提高员
工的安全素质与安全意识遥他要求袁要有危机感与紧迫
感袁各基层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袁亲自抓好落实曰要落
实专人负责草拟文件袁生产单位要落实到班组尧机台袁
让员工熟悉二级安全标准化的各项要求袁 并严格按照
要求操作曰抓好本单位员工的动员袁让全体员工了解公
司创建安全标准化的目标袁做到全员行动袁全员参与袁
使公司创建安全标准化工作顺利开展曰 继续抓好班组
建设袁 对班组的安全标准化考核要正常化袁 并常抓不
懈袁做好班前班后会是否正常召开的检查曰做好创建安
全标准化工作的宣传工作袁 大力宣传在创建安全标准
化建设中做得好的单位与班组遥 （覃雪英）

公司部署创建安全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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