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目前公司生产形势严峻袁 生产成本居
高不下袁节约能源确保生产刻不容缓遥 为实现公司
野十二五冶节能目标袁完成集团节能-200吨标煤的任
务要求袁6月 25日上午袁 公司在佛子矿区四楼会议
室进行节能目标责任书签订仪式袁公司副总经理刘
炜与各生产单位代表签订了协议遥

2013年公司节能目标责任状明确规定院一是各
生产单位要把节能目标层层分解到车间尧 班组袁落
实责任袁逐级考核遥 二是制定有效可靠的节能降耗
实施方案遥 三是根据公司制定的工艺袁控制好单位
产品用电量的各项指标遥 四是加强对设备的日常维
护袁提高设备工作效率遥 五是做好能源消耗统计和
分析袁建立能耗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袁做到按时尧准
确遥

各单位的具体节能目标为院以年度为计袁古益
工区采掘单耗不超过 31千瓦时/吨袁 红卫工区采掘
单耗不超过 29千瓦时/吨曰 古益选厂选矿单耗不超
过 31千瓦时/吨曰河三选厂选矿单耗不超过 42千瓦
时/吨遥 据了解袁公司还将在年底对各生产单位的节
能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考核遥 （梁明艳）

细化责任 严控能源
公司与各生产单位签订节能责任书

本报讯 7月 10日袁 自治区国资委副主
任潘世庆在广西有色集团副总经理赵石德的陪
同下到公司检查指导工作遥 (见上图)

在古益矿门禁系统袁潘世庆副主任认真听
取了有色集团副总经理赵石德及公司副总经理
梁壮初的工作汇报袁 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了
解野井下六大系统冶之视频监控系统尧人员定位

管理系统的运行情况遥随后袁潘世庆副主任还到
古益选厂尾矿库作了重点检查袁 并对水在线监
测系统尧溢流口监测情况袁尾矿库征地情况进行
了交流遥他要求公司扎实开展工作袁不断提高从
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尧操作技能和安全生产能力袁
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遥 (邓杨瑞)

务求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潘世庆对井下六大系统、尾矿库进行安全检查

本报讯 2013年上半年袁 公司紧密围绕华锡集
团公司的核心经营理念和生产部署袁 坚持安全生
产尧系统管理尧计划开采袁坚持长期不懈开展岗位技
术比武尧 红旗设备评比竞赛等有效措施挖潜增效袁
在目前全球金属市场低迷尧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严
峻形势下袁全体员工齐心协力袁克服重重困难袁确保
正常经营生产遥 截至 2013年 6月 28日止袁公司矿
山部分生产指标完成情况如下表遥 (梁明艳)

攻坚克难 确保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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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8 日晚上袁佛
子矿区礼堂灯火辉煌袁 人头攒动袁
公司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欢
聚一堂袁隆重举行野颂歌献给党 实
现中国梦冶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2周年文艺晚会遥 公司领导黄希
文尧黄汉波尧谭建助尧梁壮初尧刘远
德尧 安剑刚参加了晚会并担任评
委遥

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在晚会
中致辞袁向辛勤工作在各个工作岗
位上的党员致以最真诚的节日问
候遥 他指出袁党的十八大为我们描
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幸福画
卷袁铺开了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希
望大道袁我们要不断保持和发扬党
员的先进性袁牢记党员的责任和义
务袁清醒认识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
任务袁 齐心协力降本增效谋求突
破袁打一场攻坚克难的硬仗袁为公
司早日走出困境作出贡献袁为公司
又好又快发展而努力奋斗浴
晚会气氛热烈袁由三个环节组

成院文艺节目评比尧野一颗红心永向
党冶新党员入党宣誓尧七一表彰遥 7
个党支部精心组织策划袁用美妙的
歌声和动人的舞姿表达了对党的

深情祝福遥 古益矿党支部诗朗诵
叶在党旗下宣誓曳 以不同岗位党员
爱岗敬业践行企业文化理念的宣
誓袁 展示了党员良好的精神风貌遥
机关第一党支部歌伴舞 叶我相信曳
以积极向上的歌曲和活力十足的
舞蹈展示了党的后备军开拓进取袁
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遥文艺节目评
比袁 由大合唱及自选节目两项组
成袁以各党支部这两项节目的综合
平均分作为评奖依据遥经过激烈角
逐袁最终袁古益矿党支部凭借合唱
叶走进新时代曳和诗朗诵叶在党旗下
宣誓曳 的出色表演获得一等奖袁机
关第二党支部尧机关第一党支部获
得二等奖袁冶炼公司党支部尧河三
选厂党支部尧 古益选厂党支部尧河
三党支部获得三等奖遥

晚会还表彰了公司 2012 耀
2013年度先进党支部尧 优秀党务
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遥 其中袁机
关第一党支部尧古益选厂党支部被
授予野先进党支部冶荣誉称号袁何木
兰尧李乐兴尧黄达旺被授予野优秀党
务工作者冶荣誉称号袁黄喜波等 61
位党员被授予 野优秀共产党员冶荣
誉称号遥 （何木兰 吕岳阳）

颂歌献给党 实现中国梦
公司举行纪念建党 92 周年文艺晚会

本报讯 7月 1日袁 华锡集团召开
庆祝建党 92周年暨先进表彰大会视频
会议袁公司领导黄希文尧黄汉波尧杨守涛
及各党支部书记和党建干事共 22人参
加了会议遥
会议承前启后袁 总结了 2012年度

党建工作袁 布置了 2013年度党建具体
工作袁表彰了 2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袁26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袁146名优秀共产党
员遥 其中佛子公司机关第一党支部尧古
益选厂党支部被授予华锡集团 2012耀
2013年度 野先进基层党组织冶 荣誉称
号袁 何木兰尧 李乐兴被授予华锡集团
2012耀2013年度 野优秀党务工作者冶荣
誉称号袁 邓景山等 12人被授予华锡集

团 2012耀2013年度 野优秀共产党员冶荣
誉称号遥公司党办副主任何木兰作为优
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在会上作了叶用野四
心冶做好党务工作曳的经验介绍遥
视频会议结束后袁公司党委书记黄

希文要求大家认真学习董事长张福利
作的叶围绕中心 迎难而上 团结奋斗 为
完成 2013年生产任务努力奋斗曳 的报
告遥他指出袁目前整个集团形势严峻袁大
家要找思路袁定措施袁降本增效袁为完成
集团下达的生产任务做出贡献遥这次庆
祝建党 92周年会议采用视频形式袁表
明华锡集团开源节流的决心袁也是贯彻
落实有色集团 野六大行动冶野七项措施冶
的体现遥 （吕岳阳）

集团召开庆祝建党 92周年暨表彰大会视频会议
黄希文作重要讲话要求找思路定措施降本增效

机关第一党支部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林江彪 /摄

本报讯 7月 5日袁 由各党支部书记尧支
部宣传委员组成的评审组袁 到各党支部现场
对七一墙报进行了评比遥评出一等奖三名袁二
等奖四名袁 其中河三党支部尧 机关第二党支
部尧机关第一党支部获一等奖袁河三选厂党支
部尧冶炼公司党支部尧古益选厂党支部尧古益
矿党支部获二等奖遥
据悉袁 这是公司党委庆祝建党九十二周

年组织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袁 评比采取现场
点评加幻灯片点评相结合的方法袁 从墙报的
报头尧报眼尧党建活动内容和宣传效果等方面
进行综合评比遥评比会气氛热烈袁各位评委各
抒己见实事求是的对参评的七幅墙报进行了
点评遥 （何木兰）

公司评比七一墙报

本报讯 近日袁公司 2012年度职
称评审名单出炉袁97名员工取得了政
工尧工程尧经济系列职称袁公司高素质
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遥

近年来袁公司积极推进员工职称
评定及管理工作袁 把人才培养作为企
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袁 通过开展继
续教育培训尧导师带徒尧技能竞赛等活
动袁 出台一系列政策优化人才的成长
环境袁 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水平的管
理人员和高技能人才袁 不断增强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袁 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
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遥继 2012年公司
有 101人取得各种职称后袁今年袁甘石
超尧江壮钧尧覃日雄尧陈洁瑜 4位同志
取得政工师职称袁唐武基尧何锦南取得
工程师职称袁韦燕玲尧颜海超取得经济

师职称袁黄文萍尧梁敏莲尧梁瑶 3位同
志取得统计师职称遥 此外袁黄彩莲等 9
位同志取得助理政工师职称袁 徐秋容
等 7位同志取得政工员职称袁 潘庆华
等 27位同志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袁覃
原希等 35位同志取得技术员职称袁李
行仲等 3 位同志取得助理会计师职
称袁 梁孜乐等 3位同志取得助理经济
师职称袁 黄江霞取得统计初级专业职
称遥 目前袁 公司总计共有高级职称 9
人袁中级职称 93人袁初级职称 268人袁
技师 25人遥 此外袁古益选厂莫向承同
志今年被评为梧州市优秀人才遥
高素质尧 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快速

发展袁离不开好政策营造的成长环境袁
2011 年公司成立了专业技术人员考
评委员会袁出台了叶关于公司未担任任

何领导职务的重要技术骨干人员的奖
励管理办法曳和叶公司野十二五冶人才发
展规划方案曳等措施后袁今年公司又再
次出台了 叶关于重新调整员工技能等
级工资的通知曳袁提高具有专业职称人
员的技术津贴标准袁 技术工种中级工
由原先的 110元/月提高为 160元/月袁
高级工由 180元/月提升为 280元/月袁
技师由 280元/月提升为 380元/月袁高
级技师由 400元/月提升为 480元/月袁
提升额度在 136%到 155%之间曰 专业
技术系列袁 增加了教授级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为 800元/月袁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由 500元/月提升为 600元/月袁中级
由 350元/月提升为 400元/月袁助理级
由 180元/月提升为 260元/月袁员级由
110元/月提升为 150元/月袁本科毕业

生的技术津贴也由 88 元/月提升为
150元/月袁 提升额度在 114%到 170%
之间曰 在社会上的相关机构考取的与
本岗位工种相适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袁
也可享受相应职业技术津贴袁 对考取
技师及以上人员袁 公司还将同时给予
一次性奖励 1000元遥 今年 3月袁公司
党委还根据实际情况袁 率先出台了政
工系列职称人员的专项管理办法袁对
政工系列人员的宣传报道工作尧 思想
政治工作进行考评袁 并以此作为参评
或续聘政工系列职称的考核条件之
一袁 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人才管理机
制袁实现高素质尧高技能人才的人尽其
才尧才尽其用袁使之更好地为企业的生
产经营服务袁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遥

（邓杨瑞）

高素质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公司 97 名员工取得政工、工程、经济系列中、初级职称

本报讯 6月 14日袁 苍梧县副县长覃汝胜
率县招商局尧县国土局尧县工信委等相关负责人
一行 7人到公司现场办公袁 协调解决公司牛角
塘尾矿库项目征地工作的相关事宜遥

覃汝胜一行听取了公司总经理黄汉波尧副
总经理梁壮初对牛角塘尾矿库项目征地进展及
存在困难的汇报遥覃汝胜指出袁征地工作虽然困
难重重袁但今年一定要完成遥随后他进一步明确
工作目标袁落实责任袁强调县级各部门要全力配
合公司解决相关问题袁全力推进该项目遥

（徐敏霞）

公司尾矿库项目征地

问题亟待解决
副县长覃汝胜到公司现场办公

本报讯 6月 15 日至 21 日为全国节能
宣传周遥6月 18日袁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志愿者
联合公司机动科尧工会在佛子矿区开展野践行
节能低碳袁建设美丽矿山冶节能宣传活动遥
青年志愿者在现场向员工尧 家属讲解目

前存在的环境问题及其危害性袁 并发放节能
环保知识宣传手册 200多本袁让广大职工尧家
属认识到节能低碳的重要性袁 倡议大家参与
活动遥 据悉袁在节能低碳宣传周期间袁公司团
委还在各生产单位张贴宣传板报尧 节能宣传
标语,利用 QQ群尧公司 A8办公系统发起节能
低碳倡议书袁广泛宣传节能低碳遥

(沈兰英)

宣传节能低碳
公司青年在行动

本报讯 7月 5日袁广西有色集团总经理苏
家红率队到冶炼公司调研袁 与公司领导共商后
续发展规划遥

与会人员就冶炼公司今后的生产经营方案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遥 苏家红指出袁冶炼行业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袁大部分企业亏损严重袁已经
到了野拉锯战冶的时候袁很多企业被迫停产袁公司
要利用这个缓冲时期袁对后续发展进行规划袁从
提高综合回收能力及节能降耗水平着手袁 加大
锑尧金尧银尧铜尧铋尧锌等副产品金属回收力度遥

（贺 琼）

苏家红率调研组到冶炼调研强调

抓时机规划后续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2周年到来之际，公司党委开展“薪火相传话发展”走访慰问
党员活动。6月 28日下午，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黄希文，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黄
汉波等相关人员深入矿区，给 18名困难党员送上慰问金、粮、油等慰问品，并和党员亲
切交流，送上梧州市国资委及公司党委的祝福与关爱，图为走访慰问古益矿困难党员姚
增辉（左 3）。 邓杨瑞 /摄

公 司 党 委 走 访 慰 问 困 难 党 员

公司 1～6月矿山部分生产指标一览表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佛子梦，也相信大家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为这个梦
想而奋斗着。本期话题大家谈栏目推出新话
题———“我的佛子梦”，请大家立足不同岗位、不
同角度抒发自己心中的佛子梦，以及畅谈如何助
力佛子梦的实现，畅谈自己的梦与佛子梦的关系。
字数控制在 1000 字内，标题自拟，投稿邮箱为
fzckdb@163.com遥

下期话题：我的佛子梦

名 称 全年计划 1-6月累计 完 成 全 年 计
划%

采矿量渊吨冤 400000 200700 50.18
钻探量渊米冤 10000 5214.8 52.15
掘进量渊米冤 18000 9274.2 51.52
出 窿 矿 石 量
渊吨冤 410000 196644.910 47.96
处理量渊吨冤 410000 206087.536 50.27
金属总量渊吨冤 21292 10324.617 48.49
铅精矿渊吨冤 8953 4577.983 51.13
锌精矿渊吨冤 11950 5543.407 46.39
铜精矿渊吨冤 389 203.227 52.24
工 业 总 产 值
渊万元冤 23630 10097.0557 42.73
工业销售产
值渊万元冤 22555 9440.3461 41.85

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潘世庆（右 2）在古益选厂办公室查看水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情况。邓杨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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