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月 12日袁 公司在古益矿召开
了第二次清洁生产审核动员学习会遥

学习会上袁公司清洁生产小组领导从清
洁生产及审核概述尧 清洁生产趋势及当前状
况尧公司第一次清洁生产审核回顾尧如何开展
本轮清洁生产审核这四个大方面说明了清洁

生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遥会议还指出袁企业的
安全生产脱离了清洁生产将会造成极大浪
费袁企业要彻底解决物耗尧能耗尧污染这些问
题袁首先要转变思想袁必须用清洁生产的审核
思路来寻求解决方案遥 （韦 芸）

公司召开清洁生产审核动员学习会

本报讯 4月 12日袁 冶炼公司采购回来
一块厚 50毫米尧长 9米尧重 7吨的钢板袁需卸
在维修车间遥但车间没有大吊车袁只有一台限
载 3吨及一台限载 5吨的电动葫芦遥
时间紧迫袁怎么办钥 经大家讨论袁决定用

两台电动葫芦共同起吊袁 但要把 7吨的重量
平衡分配到 3吨及 5吨葫芦上袁不能超载袁起
吊点的选择非常关键遥 但这可难不倒维修车
间的人员袁他们立即编制钢丝吊绳袁主任助理

龙启和仔细地计算合理起吊点的位置袁 最后
确定 3吨葫芦起吊点为左端距离 1.25米处袁
分配重量 2.5吨曰5吨葫芦起吊点为右端距离
2.25米处袁分配重量为 4.5吨遥 这样两台电动
葫芦都不会超载遥

野把钢丝绳绑在刚才算好的位置处冶袁野两
个人同时操作电动葫芦冶 刘主任的话音刚落
下袁7吨重的钢板就被稳稳的拉起然后又稳
稳的落在地上浴 （龙启和 胡晓霞）

善思巧做 事半功倍

本报讯 4月 26日至 28日袁河三选厂浮
选车间新安装了一台型号为 PLC-32的智能
型程控加药系统设备遥
该系统采用先进的电子程控技术和恒压

加药方式袁 安装使用后将克服以往因人工操
作人为因素产生的各种不确定性袁 大大提高
了浮选生产过程中药剂用量的可控性和给药

的准确性袁 为浮选操作工掌握新技术和提高
操作技术水平提供了硬件设施袁 进一步提高
生产效率袁实现节能降耗遥 据 4月 30日至 5
月 6日的使用情况统计袁 药剂费用从 22.77
元/吨原矿降到了 20.16元/吨原矿袁节能效果
显著遥 （黄庆祥）

河三选厂添置智能型程控加药系统实现节能

本报讯 2013年河三选厂严格按照公司
增收节支的部署袁 多次集中各岗位人员集思
广益袁充分挖掘选矿流程尧生产指标和生产成
本等的潜力袁 第一季度河三选厂已超额完成
公司下达的各项增收节支指标遥

4月 27日袁公司副总经理刘炜到河三选

厂现场检查落实增收节支工作袁 对河三选厂
提出的野多碎少磨冶提高单位磨矿处理能力和
新安装浮选自动给药系统袁 这两项增收节支
措施给予充分的肯定袁并提出要加强管理袁落
实责任袁真正达到增收节支的效果遥

（吴洪叶）

河三选厂挖潜力出措施增收节支
公司副总经理刘炜检查落实工作

本报讯 为做好节能增效袁古益矿积极落
实多项节能降耗措施遥 4月 17日袁古益矿电
工班在井下 138 中段 07 水泵房安装两台
380V低压电容电柜袁减少照明及生产用电过
大的损耗袁降低生产成本遥
井下线路错综复杂袁工作面分散袁电线路

程长袁因而损耗的电能也随之增多袁这给生产

成本造成很大的负担遥为减少能耗袁降低生产
成本袁 古益矿领导班子讨论决定在 138中段
07 水泵房加装两台 380V 低压无功补偿电
柜袁 利用电柜增加电网中有功功率的输送比
例,降低线损袁提高用电功能袁达到节约降耗
的目的遥 （苏丽明）

减少用电损耗降低生产成本
古益矿安装 380V 低压电容电柜

本报讯 5月 9日袁河三党支部组织党员尧机关科室人员共
40多人开展野美丽广西窑清洁乡村冶活动遥
当日上午袁参加活动的党员群众对河三矿区卫生院至矿校

路段袁以及附近河道搞卫生大扫除遥（见上图）他们对公路尧街
道尧沿路居民屋前的草堆尧粪堆尧土堆和生活垃圾进行全面清
理袁活动场面热火朝天遥据统计袁当天共清理卫生死角 30多处袁
清运各类垃圾 40多斗车遥
据悉袁开展野美丽广西窑清洁乡村冶活动袁是自治区党委尧政

府的一项重大决策袁 当地乡镇党委政府十分重视此项活动袁已
经对此项活动作出了部署袁河三党支部积极响应袁迅速行动袁受
到了当地政府尧群众的好评遥

（梁胜文 罗 宪 文 /图）

河三党支部开展
“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

本报讯 4月 15日下午 2点袁冶炼公司的
鼓风炉打完炉结后袁经过近两个小时鼓风袁仍
不能顺畅排出前渣袁致使生产无法正常开展袁
车间副主任马宝树尧外聘技师许福禄尧值班长
覃永德等人看在眼里袁急在心里遥
经判断主要是经过两天停炉后袁炉温低袁

风口区部位炉结严重袁焦炭相对偏少袁炉温提
升缓慢造成的排渣不畅遥 必须尽快向炉内大
量烧氧袁化掉炉结袁打通风口袁升温恢复生产遥
马宝树立即打电话召集车间全部骨干在炉前
集中袁就连在家中休息的三个值班长寥贵福尧
陈子林尧 韦城帆以及原鼓风炉班长覃伟光也

都赶来了遥 经过商讨袁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尽快
烧氧使炉子增温来扭转炉况袁 骨干人员立即
分两组袁一组烧前渣口,另一组烧后渣口遥
下午 3点袁 各骨干穿戴完毕便紧张忙活

了起来袁 炉前工也拿起大锤风镐尽力疏通风
眼袁大家累了就换人袁渴了就喝口水袁经过两
个小时的紧张工作袁炉内焦炭已炽热袁铅口波
动很大袁 在进行两次送风后袁 于晚上 7点 30
分放黄渣袁7 点 50分再次送风袁8 点 10 分放
前渣袁反复调试袁10点 10分正常放出前渣袁终
于恢复正常生产遥 这时袁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
微笑遥 （许福禄）

鼓风炉骨干齐心救炉忙

野距离井口 1200米处的 260主道铁轨已
经变形断裂了袁 现在井下 100多车矿石无法
拉出井袁请马上进行抢修遥 冶4月 20日凌晨 1
点钟袁 接到抢修任务的轨道班副班长黎德松
接听电话后袁 马上组织人员对损坏的铁轨进
行抢修袁3个小时后袁井下运输通道顺利畅通遥

260中段是古益坑口的主运输道袁主道铁
轨已经铺设有近 10年了袁 每天经过的矿车尧
人车就有好几十趟遥 由于时间长袁承受运量大
等原因袁4月 20日的三班第一趟矿石还没有
运送出井袁距离井口 1200处近 3米长的轨道
出现松弛尧松动尧变形且断裂的情况袁紧随其
后的 100多车矿石都被堵在了 260主道里无
法拉出井遥
值班管理人员郑云龙意识到了事态的严

重性袁如果不及时抢修好铁轨袁将会影响井下
矿石的运输袁 还会影响下一个班次的正常运
输遥 郑云龙立刻电话通知了住在佛子冲矿区
的轨道班副班长黎德松遥 由于是深夜袁大家都
已经熟睡袁找人很不容易袁黎德松马上找到了
离他住的最近的轨道班员工陆彦杰袁 讲明情
况后两人当即赶往坑口进行抢修遥
了解详细情况后袁 黎德松和陆彦杰回到

班组带上了氧焊设备尧电焊机尧夹板尧短轨尧拉
铁轨的钩等抢修工具袁 开着本班组的电机车

赶到故障现场袁此时已是凌晨一点半了袁他们
马上展开抢修工作遥

根据现场情况袁 要想使铁轨恢复正常通
车袁直接焊接两头是不行的袁黎德松凭着多年
的工作经验袁 他知道一定要在断铁轨的两旁
加固夹板袁 同时还要在两根铁轨之间加固上
三根工字钢袁焊接固定铁轨遥 于是他们先将断
裂铁轨两旁的泥土挖开袁 挖出可焊接固定铁
轨的夹板的空间遥 然后他们又在松动了 3米
长铁轨下方凿出三条槽袁 用于固定松动铁轨
的三根工字钢遥 当这些槽挖好后袁两人已经是
大汗淋漓袁但他们顾不了这么多袁心中只有一
个想法袁就是尽快恢复通行遥 他们开始焊接工
作袁先将断裂的铁轨用夹板焊接起来袁两人相
互配合一人固定一人焊接曰 焊完断裂的铁轨
后又接着把工字钢穿到铁轨下面袁 再把三根
工字钢焊接在铁轨中间袁再用拉钩拉好袁把铁
轨固定好袁 把原先挖出的泥土整平袁 加固铁
轨袁轨道的驳接工作也接近了尾声遥

凌晨 4点半袁 黎德松和陆彦杰才出井回
家休息袁虽然很疲惫袁但能以最快的速度保证
井下通道的顺利通行袁 作为轨道维修人员负
起了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遥

（韦 芸 唐廷杰）

深 夜 抢 修 铁 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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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风清气正袁有赖于你我
共同努力遥 宣传叶佛子廉政曳袁我们
要在提升层次尧改进方式尧创新载
体上下功夫遥 从 5月份这一期叶佛
子廉政曳开始袁公司纪委决定推出
一个新主题小栏目要要要野岗位廉
政冶有奖征文袁每期予以刊登遥

2013年袁公司纪委按照集团的
要求袁重点组织开展野转变作风袁履
职尽责袁廉洁从业冶主题教育活动袁
结合公司的实际袁要加强廉洁文化
建设袁加强制度建设袁要大力宣传
节能降耗袁增收节支袁旨在为确保
实现集团公司提出的 2013年生产
经营目标创造良好的风清气正的
政治环境遥

渊一冤明确目标
岗位廉政袁 即是结合不同岗

位尧不同对象进行廉政教育袁是一

种以岗位为单元尧以廉政行为规范
和岗位职责为切入点尧以预防腐败
为目的的新型教育模式遥

渊二冤了解范围
从岗位的角度来说袁任何一个

岗位都可以与廉政有关系遥 从廉政
的范围来说袁整顿政治纪律尧继续
反腐倡廉尧坚持制度建设尧劲吹简
朴之风遥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动作遥

渊三冤写作要求
可以结合工作岗位职责来写袁

也可以通过案例袁这些案例以涉及
本职岗位为重点袁从最容易产生腐
败和不正之风的环节袁以及思想上
最模糊的问题入手袁 报道工作经
验袁以案说理袁写故事袁谈看法袁提
建议等遥 字数宜在 300至 800字遥
欢迎广大员工赐稿遥

“岗位廉政”有奖征文小栏目
编 者 的 话

要落实增效节支的各项指标，转变作风履职尽责
是关键。

3月初，集团公司召开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会议强
调，要着力加强领导人员、管理人员的作风建设，提升
履责能力和制度执行力，2013年重点组织开展“转变
作风，履职尽责，廉洁从业”主题教育活动。

4月 26日，在公司的生产调度会议上，黄汉波总
经理要求各单位、部门要明确列出增效节支的措施与
方案，分解落实集团公司最新增加的增效节支 2000
万元的指标，然后由企划科分解责任指标。
笔者认为，要落实增效节支的各项指标，首先要

转变作风。我们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可谓不多，内
控制度也十分详细。但有少数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
无视规章制度的约束力，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应该学会“变通”，我行我素，导致原来经过多方调研
讨论确定下来的各项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只是挂在墙
上、放在抽屉里的摆设。其次，要落实增效节支的各项

指标，要从转变作风，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上下
功夫，真正负责任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不执
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干部，要提醒教育，再不改正
的话，就应该严格依照干部管理条例，严肃处理，以确
保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使得大家认识到作风建设不
是小事，制度的权威不容挑战。
履职尽责是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工作人员最基本

的要求，试想每个岗位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岗位职责执
行到位，指标任务完成得好，公司的总体指标能不完
成得好吗？一个企业，如果每个员工都有主人翁责任
感，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还有什么困难可言？其实这
些都不难做到，只要转变自己的工作作风，把自己手
头上的各项工作按内控制度做好就行，有条件再想办
法创新。不要让作风建设成为一阵 "风暴 "。
保证作风建设有成效，就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劲头一抓到底，让良好作风深入人心、溶入血液，
最终成为大家自觉的行动。

转 变 作 风 履 职 尽 责
□ 覃日雄

本报讯 4月 28日袁公司在古益矿井下绞车房对 30多名
绞车工进行作业现场操作技能培训遥
这次培训不是在教室里进行袁而是将野讲台冶搬到了作业

现场遥 28日上午袁培训分别在古益矿井下 018斜井提升绞车
房和 012斜井提升绞车房同时进行遥 此次培训也是继四月中
旬举办的绞车工尧挂钩工的培训后袁再次进行的针对相同工种
开展的培训遥培训中袁在技术负责人讲解绞车的操作要领和设
备检查步骤后袁所有参加培训的绞车工逐一进行实际操作袁并
由考核人员进行考核遥
将野讲台冶搬到作业现场袁把抽象的操作理论以实际操作

表现出来袁便于参加培训的人员直观地理解操作规程袁同时也
有助于管理人员掌握绞车工的实际操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
便指导曰而把野讲台冶搬到作业现场袁也有利于操作人员和技术
人员的交流袁大大加快了操作规程的传授遥 （沈世江）

将讲台搬到作业现场
公司开展斜井提升绞车工现场技能培训

本报讯 4月 22日到 26日袁古益矿邀请了湘潭市南方电
机制造有限公司的工程师及售后服务部部长到古益矿为运输
队尧电工班尧修理一班尧机动能源股等 50多人开展培训袁提高
员工对新设备操作的熟练度及维护和维修能力遥
由于老式电机车已经无法满足生产能力需求袁且耗能大尧

维修率高袁为了提高电机车的工作效率袁减少维修率袁2012年
末袁公司购进了三台 10吨和 1台 7吨的电机车遥 为使员工尽
快熟悉使用新设备袁便邀请了电机车厂商到古益矿开展为期 5
天的理论培训及现场培训遥
培训主要是针对 ZKT矿用一般型 IGBT斩波控制器的理

论培训袁包括光给定电器工作原理尧辅助电源控制驱动盒工作
原理尧驾驶员操作规程等理论培训袁在理论培训后袁还组织运
输班尧电工班尧修理一班尧机动能源股等员工开展现场培训袁主
要从电机车的结构尧原理尧操作尧各电器元件工作原理尧检查维
修方法等进行现场培训遥 培训结束后袁古益矿还组织了电机车
使用人员进行了理论考试遥 （唐廷杰）

电机车培训

本报讯 5月 14日袁公司班组长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冶炼公
司开班袁来自古益矿尧古益选厂尧河三选厂尧质检科以及冶炼的
110余名班组长尧班组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培训遥

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在开班致辞中说到袁 班组建设是企
业的基础性建设袁希望学员们认真学习袁查找差距袁结合车间
班组长的工作实际袁学以致用尧活学活用袁切实提高基层班组
长的基本素质和履职能力遥

据了解袁此次培训为期 4天袁聘请了初才富尧张四华两位
专家袁对班组长任务尧目标管理尧十个技能尧角色定位尧岗位素
养提升等方面进行培训遥 （贺 琼）

班组长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冶炼公司为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袁5月 9日袁举办
了 2013年第一季度通讯员培训袁 邀请原梧州日报社资深编辑
李莉尧 佛子矿业公司党办副主任何木兰分别进行专题讲座袁来
自各车间部门的 50余名通讯员参加了培训遥
培训课上袁李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述了通讯写作和远离虚假

新闻等新闻写作方面的知识袁还对叶苍冶视窗曳简报存在的问题
和优秀新闻稿件进行了点评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袁对公司拟
开展的野我为苍冶发展献一计冶金点子活动及其组稿进行了指
导遥 何副主任根据叶苍冶视窗曳简报存在的实际问题袁给通讯员
们讲授了新闻标题的制作遥 （贺 琼）

通讯员集中“充电”

4月 19日，公司党委组织各党支部书
记，以及党建干事、宣传干事，到梧州中恒集
团进行企业文化交流活动
参观龟苓膏展厅时，在休憩区，中恒集团

为我们准备了本公司生产的龟苓膏系列产
品让我们品尝。有新鲜出炉的龟苓膏，有液
体的龟苓宝，还有龟苓果冻，大家坐在餐桌
上尽情地享受着。
此时，在我的旁边来了两位客人。起初，

我和同事都以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来参
观学习的，热情的同事盛情邀请他们和我们
同坐一座。入席后，我们大家互相聊天。原来
他们两位并不是来参观学习的，其中的一位
是中恒集团销售部的副总，带着客户来看一
下龟苓膏生产流程，并亲自品尝一下龟苓
膏。席间，我们彼此聊得很开心。
等到他们吃完了龟苓膏，副总就把休憩

区里的服务员叫过来，给了她 5块钱，结果，
服务员很快给他找了两个 1毛钱的硬币。我
们以为这里的龟苓膏是免费的，但是副总掏
出钱付款，让我们大吃一惊。“龟苓膏是 2
块 4毛一碗？”我们惊讶的询问，“怎么？这
里的龟苓膏不是免费提供的么？”旁边的客
户说：“其实，副总完全有特权不付这 4块 8
毛钱的，但是……”话语被副总打断了，副
总说“其实这里是对外销售的，这些服务员
也不容易，况且我老是带客人过来，不给钱
也说不过去，还是按照规则办事。”

我们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是对外销售
的。估计平常员工到这里消遣同样也需要花
钱，而我们是受邀请过来的参观者，当然不
用钱。
在回程的时候，大家互相交流，说说自

己看到了中恒集团怎样的企业文化。有的同
事说，看到了充满爱心的企业文化，因为中
恒集团累计为社会捐款捐物价值 5亿元，董
事长徐淑清个人捐款超 4000万元。有的同
事说，看到了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因为整
个厂区干净优美，生产线清洁干净，员工整
齐有致。有的同事说，看到了高效快捷的企
业文化，机器自动化程度高，员工操作技术
娴熟。而我却看到了４块８毛钱的企业文
化。一个领导完全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特权不
付这４块８毛钱，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
是对制度的一种敬重，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
带头遵守制度，践行制度，率先士卒做表率。
我看到的是中恒集团的制度文化。
建设一个好的企业文化需要走好几步：

一个是建立制度。二是领导带头践行。三是
找到贯彻途径，全体员工自觉遵守。四是考
核监督。在这几步中，领导的作用几乎是决
定企业文化建设的成败。唯有注意到这点，
才能在日后工作中把握重点，至上而下的企
业文化才能深入人心，才能让员工做到固化
于制，外化于行。

4 块 8 毛钱的企业文化
□ 吕岳阳

本报讯 冶炼公司动力车间变电站进一
步做好车间内部生产设备管理袁 实行内分包
机制袁将设备管理责任分包给班组袁把设备的
维护尧保养落实到个人袁并进行考核遥

4月 24日袁车间管理人员对全厂分包设
备中的 19台 10KV变压器的维护尧保养情况
进行检查评分遥在检查中发现设备的维护尧保

养及场地卫生清洁方面整体情况良好袁 但仍
存在卫生死角遥 例如在运行中的个别变压器
表面灰尘没有清扫曰 散热器夹缝有蜘蛛网未
清理遥为了更明确整改方向袁动力车间变电站
一一说明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袁 并要求各责
任班组限期完成整改遥 （周丽梅）

冶炼动力车间实行内分包机制
管理与创新

学习与培训

增收节支 节能降耗

梧州日报社李莉老师 4月 7日在公司纪
委廉洁文化信息员培训班上袁 说过这么一句
话院野勤俭冶与野清廉冶就像两个亲兄弟袁你有
野清廉冶之心袁就会有野勤俭冶之德曰你有野勤俭冶
的习惯袁就因为守住了野清廉冶的本份遥我听后
感触颇深遥
勤俭节约不是寒酸小气袁而是一种素养袁

一种责任袁小到一个人尧一个家庭袁一个企业袁
大到一个国家尧整个人类袁要想生存袁要想发
展袁都离不开勤俭节约遥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
勒袁将 56亿美元捐给社会公益项目袁但他从
未抽过一支雪茄尧喝过一杯香槟袁生活抠门得
出人意料曰世界知名企业惠普袁在办公室设了
野备用箱冶袁 只用过一面的纸张都放在备用箱
中袁纸的背面再利用曰而全球的野爱普森冶任何

一家公司里袁 所有双面用的打印纸再用完之
后袁还必须用来粘贴各种报销票据遥
勤俭节约是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袁 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袁即使是一顿粥尧一顿饭袁
也应当想到它来之不易袁即使是半根丝尧半根
线袁也要想到劳作的艰辛遥 直到逝世前夕袁毛
主席他老人家还是穿着那件穿了 20 多年尧已
补过 73次的补丁缀补丁的睡衣遥在国民经济
困难时期袁他老人家首先倡导不吃肉尧不吃水
果袁常常是几个烤芋头就是一餐饭遥身为国家
最高领导人袁 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

牟取私利袁从来不贪不占袁不求安逸享受袁一
直保持着中华民族俭朴勤劳的美德袁 为我们
树立了勤俭清廉的光辉典范遥
只有勤俭袁才能清廉遥因为只有勤俭节约

之人袁才能忘怀得失袁不慕荣利袁摒弃奢欲袁有
所作为遥一个人勤俭节约才能保持心地清静袁
减少欲念袁 为官者如果没有贪欲就不会被社
会的丑陋现象迷惑自己双眼,在权利尧金钱尧
美色等考验面前以野廉冶为本,全心全意为民
办实事遥普通老百姓如果没有贪欲袁就能约束
自己袁远离祸害袁家庭和睦遥反之袁一个人如果

奢侈就会产生强烈的贪欲袁 为官者如果贪欲
强就会羡慕富贵袁 为了富贵就会利用手中的
权力贪污腐败遥 从古到今袁许多贪官落马袁追
其根源袁都是从奢侈尧浪费开始的遥 普通老百
姓如果贪欲强袁就会六亲不认袁尽干一些伤天
害理之事袁这样家庭就会衰败遥

由此可见袁勤俭可清心袁使人不滋贪念曰
勤俭可促廉袁使人守纪奉公曰勤俭可致和袁使
人乐群爱众曰勤俭关功业袁决非生活小事袁万
万不可轻视遥
为官者要野以勤俭为荣袁以奢侈为耻冶袁把

勤俭与清廉看成是一种境界尧一种素质尧一种
考验尧一种习惯尧一种责任尧一种义务袁进而将
心思用在勤政为民上遥 （覃宗和）

勤 俭 与 清 廉

■一管之见

■岗位廉政有奖征文佛子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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