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 2日袁 岑溪市委副书记尧
代市长覃震西率领市安监尧国土尧招商等部
门人员到公司河三矿区调研袁 详细了解企
业的运行生产情况袁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生
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遥
调研会上袁 公司总经理黄汉波详细地

向市领导汇报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袁反
映了现阶段公司河三矿区因尾矿库征地无
法落实袁 致使生产的尾砂无法排放而不得
不暂时停产的困难遥听取汇报后袁调研组与
公司就新尾矿库征地尧尾矿资源再利用尧打
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遥 覃震西督促并要求诚谏镇和相关职能
部门要加大对企业的服务力度袁 提高办事
效率袁切实协助解决企业在新尾矿库征地尧
尾矿回采利用外运尧 尾矿临时干堆场地等
方面所遇到的难题袁 想方设法帮助企业尽
快恢复生产袁渡过难关遥他还表示袁市委尧市
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企业发展袁 在政策
上继续给予扶持袁 此次调研结束回去后会
加紧协调袁 尽快帮助企业解决所反映的问
题 袁 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
境遥 （梁胜文）

加大服务力度为企业解难题
岑溪市代市长覃震西深入公司调研作指示

本报讯 7月 23日袁 广西有色集团生
产安环部副经理李泓霖到冶炼公司检查安
全环保工作袁 重点对危险化学物品的环境
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
查遥
李泓霖指出袁 虽然冶炼公司现在不生

产袁但安全环保工作仍需高度重视袁公司要
积极做好环境风险防范自查排查袁 发现隐
患和问题及时整改袁 切实把安全环保工作

抓实抓细遥 要定期清理雨水收集池和厂区
沟渠淤泥袁发现裂痕及时修补曰认真做好水
在线监测记录工作袁确保数据质量曰加强危
废渣场的管理袁 要求在渣场内安装监控设
施袁安排流动巡逻巡检袁防止废渣流失袁杜
绝污染事故的发生曰 要求把渣场帮旁边的
水塘填平袁消除安全隐患曰在停产期间袁非
工作人员禁止进入厂区遥 （贺 琼）

杜绝污染事故发生

一年一度的夏季送清凉活动是工会系统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一线职工，有效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的一项具体
措施。8月 7日，梧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谢海益率领劳动保护部及保障部人员到公司开展送清凉活动。谢副主席一行
顶着高温，与公司工会主席杨守涛等一同来到古益矿区，与一线员工亲切交谈，并送上绿豆、凉茶等消暑食品，为
工作在一线的近千名员工送去梧州市党委和政府的关爱。 陈洁瑜 / 摄

梧州市总工会炎炎夏日送清凉

本报讯 7月 29日下午袁河三选厂召
开全厂员工会议袁 宣布了河三选厂暂停产
期间的人员分流方案遥
据悉袁面对河三选厂的暂停产袁厂领导

沉着应对袁一边认真组织生产袁一边根据公
司的总体部署和要求袁 认真研究停产后的
人员分流方案袁结合全厂员工的年龄结构尧
文化水平尧工作能力尧工作需要和身体素质
等因素袁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合理安排遥在宣
布人员分流安排时袁 大家都表示愿意服从
安排袁安心工作袁共同拼搏袁共渡难关袁在新

的单位和工作岗位上努力为公司的生存和
发展做贡献遥

7月 30日袁河三党支部还召开了维稳
工作会议袁会议传达了公司的调度会精神袁
要求各部门人员在河三停产阶段做好四项
工作遥一是进一步增强员工的政治意识尧大
局意识尧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袁全力维护矿
区和谐稳定大局遥二是畅通信息渠道袁认真
做好员工家属的思想工作袁 营造理性的舆
论环境袁维护员工合法权益袁尽可能减少不
良信息对公司及员工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

损失遥三是认真落实安全检查袁维护正常的
矿区生活环境袁 做好矿区的防盗尧 防火工
作袁确保固定资产不流失袁防止周边乱采乱
盗行为遥四是从实际出发袁完善和细化公司
的维稳工作方案袁进一步加强领导袁明确责
任制袁工作逐一分解量化袁具体落实到各个
部门与人员袁形成统一指挥尧分级负责尧整
体联动的高效维稳工作格局遥

(黄庆祥 徐秋容)

稳定员工队伍维护矿区和谐

河三选厂完成暂停产人员分流工作

本报讯 8月 5日袁公司组织上百名员工在
苍梧县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参加了电影 叶咱
们的工会主席曳在梧州的首映式遥梧州市总工会
领导李灿培尧李平尧谢海益袁公司工会主席杨守
涛等出席了首映式遥
这部电影由广西拍摄制作袁 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 袁 第一部展现工会干部形象的影视作品袁
影片中主人公的原型来自桂林的基层工会主席
王远文袁 影片讲述主人公与资方协商集体合同
制度为职工争取利益袁并在企业面临危机时袁团
结职工共同克服困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感人
故事袁 反映了基层工会主席主动依法科学维权
和乐于奉献尧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遥

（陈洁瑜）

《咱们的工会主席》
在公司首映

本报讯 8月 1日袁公司选矿技术顾问刘如
意教授给古益选厂技术人员进行了工艺改造专
项技术指导遥
近期袁河三选厂因尾矿库满被迫停产袁公司

每月减少金属产量约 300多吨遥 为减轻因河三
选厂停产所造成的损失袁 公司要求古益选厂着
力从技改上做文章, 在现有的生产工艺基础上
通过技改袁 使生产能力由目前的 1000吨/日增
加至 1200吨/日遥
当日袁 刘教授从选厂的破碎到脱水各个工

段进行分析后指出袁 要实现将生产能力提高到
1200吨/日这个目标袁其关键在磨矿分级这道工
序遥 刘教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袁 提出了实施方
案袁一是在新的水力旋流器没有购回的情况下袁
先用旧的水力旋流器来加强控制分级遥 二是要
保证水力旋流器良好的分级效果袁 就得要保持
旋流器给料稳定遥所以袁选矿技术员要下车间指
导磨机工人调节补加水量袁 使 1#尧2#磨磨矿系
统第一段渊粗磨冤-200目到达 55%~60%袁第二
段渊细磨冤-200目到达 75%~80%遥
选厂根据刘教授的技术指导袁 对磨矿分级

系统进行小改造袁 改造后的磨矿分级系统经过
生产调试后将正式投入生产遥 （杨静连）

古益选厂改造
工艺提高日产量

本报讯 7月份袁公司古益矿积极推进矿山
安全标准化建设袁正式启动地面运输野高速路冶
工程袁对运输通道进行改造袁截止 8月中旬袁铁
轨道已经铺设了约 200米遥
古益坑口 260主运输道窿口距离古益选厂

矿仓处约 380米袁运输轨道稍呈凹状袁重车到了
地面后运送速度变得比较慢袁加上运输道两旁
经常有工作人员走动袁给运输带来了一定的阻
碍遥 为了提高安全系数及运输效率袁古益矿领
导班子研究决定袁对运输通道进行改造袁把生产
矿车通道和地面后勤班组所用通道区分开来袁
将重车和轻车通道分开袁再将运输道两旁封闭
起来袁改善地面运输杂乱无章的现象袁待工程完
工后袁所有出入井人员将全部由门禁大楼门口
出入遥 目前袁安装铺设工作正稳步推进遥

(韦 芸)

公司铺设地面
运输“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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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公司努力提升井下安全管
理水平袁不断推出新招袁实施井下安全
责任区负责制遥 8月 1日下午袁考核小
组在古益矿会议室进行井下安全责任
区考核遥

考核小组由公司副总经理刘炜及
安全科尧生产科尧机动科尧古益矿等有关
单位安全生产主管领导组成遥考核由责
任区安全检查尧责任区作业考评尧安全
隐患整改尧责任区交差互检袁事故处理
等构成百分制考评内容袁根据叶井下安
全责任区综合考核细则曳和安全生产综
合考核评定结果分为优秀尧合格和不合
格三等遥

据悉袁7月初袁 公司在古益矿实施
井下安全责任区负责制袁将井下重点采
场尧重点平巷掘进袁以及周边地质结构
复杂袁易发生地质变动的作业点渊面冤划
分为井下安全责任区袁并将安全责任区
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到各负责小
组遥 此次考核袁公司把古益矿安全周检
与安全责任区负责制相结合袁在古益矿
周检时对井下安全责任区进行交差互
检袁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作为责任
区考核的扣分点袁实现并强化野第三方
监督冶袁 较好地提高责任区负责小组的
工作效能遥 （黄德升）

创新形式提升井下安全管理水平

公司实施井下安全责任区考核

本报讯 8月 6日尧7日袁 有色集团副
总经理赵石德率领有色集团安环部经理王
海峰等相关人员到公司检查指导工作袁就
如何做好矿区安全环保尧增产节支尧扭亏增
效等工作做了重要指示遥
赵石德一行在公司总经理黄汉波等人

的陪同下袁先后到河三红卫坑口尧河三尾矿
库尧古益矿井下检查袁对古益矿野六大系统冶

的建设及使用袁260 中段技改后电梯的运
行袁60中段炸药库炸药的存放安全袁60 中
段安全避险硐室的建设等情况进行了详细
检查遥 他指出袁在未来的发展中袁要逐步打
造机械化矿山袁减少员工劳动强度曰要把目
光放长放远袁积极提高安全环保能力遥

（韦 芸 梁胜文）

赵石德深入佛子矿区检查强调务必放远目光

加快矿山机械化进程势在必行

本报讯 8月 7日袁华锡集团副总经理
黎全到公司调研袁 详细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现状及存在困难遥
黎全副总经理一行先后到佛子矿区古

益矿尧 古益选厂袁 还到了河三矿区红卫坑
口尧河三选厂河三公岩塘尾矿库渊已达设计
库容冤进行安全检查袁随后再到河三孔坡冲

尾矿库渊新库筹建地冤袁对尾矿库筹建尧征地
情况进行深入调研遥在古益选厂袁黎全副总
经理听取了古益选厂规模介绍和近期生产
情况汇报后袁详细询问了选厂的技术水平尧
管理水平和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情况袁 并针
对目前的生产情况提出了降成本尧提产量尧
增效益的要求遥(梁胜文 杨泽光 徐小洁)

华锡集团副总经理黎全到公司调研提出要求

降成本 提产量 增效益

赵石德副总（右 3）一行在古益矿 60中段炸药库检查炸药存放情况。 韦 芸 / 摄

岑溪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覃震西（右 2）一行实地视察尾矿库。 罗 宪 / 摄

本报讯 在 8月 13日的梧州市龙圩区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日袁黄汉波尧莫凤清
分别以 1739票和 1735票当选梧州市龙圩区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遥
据悉袁 本次佛子矿选区共有选民 2036人袁

实际参加选举 1935人袁应选梧州市龙圩区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人袁 确定正式代表候选
人 3人袁 公司依法组织选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进行了差额选举遥 （何木兰）

黄汉波、莫凤清当选
龙圩区第一届人大代表本报讯 8月 12日袁 集团公司导

师带徒活动小组成员到公司检查指导
工作遥公司团委负责人就上半年共青团
工作和野导师带徒冶活动的组织和开展
情况尧工作亮点尧存在问题等进行了汇
报遥

集团导师带徒活动检查小组成员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袁对活动开展材料和
记录本进行了仔细查阅并提出了反馈
意见遥集团公司团委书记吴秋异对公司
上半年共青团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袁希

望后阶段野导师带徒冶活动能够创新活
动载体袁建立健全工作模式袁为参加集
团公司导师带徒年度考核做好充分准
备遥 最后袁吴书记就下半年集团公司共
青团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袁各级团组织
要紧密围绕广西有色集团 野六大行动冶
野七项措施冶 和华锡集团 野三提高一降
低冶降本增效的主要内容袁结合单位实
际认真开展好野我的中国梦袁青春华锡
梦冶主题实践活动袁引导团员青年为实
现企业强大发展凝心聚力遥（黄 双）

集团导师带徒活动小组到佛子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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