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由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吴伯增带领的检查工作组一行 6 人袁
在 10月 11日耀12日袁到公司进行环保
专项检查遥

10月 11日下午袁佛子矿业公司环
境保护工作会议在佛子大酒店会议室
召开袁吴伯增副总经理袁检查组专家成
员袁佛子矿业公司高层领导邓金灿尧黄
希文尧刘炜尧安建刚及公司有关科室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吴伯增副总经理对
佛子矿业公司近年来在环境保护尧重
金属防治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袁并提出了四点要求袁一要充分认
识环保工作的重要性袁 切实抓好环保
管理工作袁杜绝环保事故的发生曰二要
充分认识苍梧冶炼公司的环保形势与
易被环保污染事件野绑架冶的特点袁将
苍梧冶炼公司的环保工作放在重中之
重的位置曰 三是对各环保项目的实施
进度进行检查袁 针对影响项目进度的
各种问题袁制订切实有效的对策袁加快
有关环保项目的实施曰 四要结合公司

实际袁 深入研究环境保护工作的特点
特性袁力争形成环保项目袁争取国家资
金对公司环保工作的支持遥

公司总经理邓金灿表示袁 公司今
后将严格规范环保工作袁 合理规避环
保风险曰克服资金紧张的困难袁利用现
有资源袁做好环境管理工作曰重视环保
基础工作袁 加大环保人才的培养与储
备袁 构建高效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体
系遥

10月 12日上午袁环保专项检查组
到佛子矿区袁 现场检查了环保管理资
料台账尧古益矿废石场尧古益选厂尾矿
库遥 检查组要求公司继续完善环境污
染处罚制度袁不断强化环保管理曰加快
古益矿废石场雨污分流工程建设袁并
尽快投入使用曰 及时推进回水循环利
用工程和库区雨污分流工程袁 并尽快
制定和出台尾砂外运等管理细则袁完
善选厂的环保管理制度遥

(黄德升 陆 山)

严抓管理视环保为重中之重
吴伯增副总经理带队到公司检查环保工作

本报讯 在国庆 64周年期间袁古
益矿加强采场安全管理袁 组织部分员
工假期加班坚守岗位袁 全身心投入到
生产中袁 以保证实现第四季度生产经
营目标遥
据悉袁 国庆期间古益矿各生产班

组正常上班袁 井下钻机转袁 运输线路
忙袁机器隆隆响袁整个生产流程正常有

序开展遥 10月份古益矿生产任务为出
矿量 3.3 万吨袁金属量 1660 吨袁品位
6.4%遥从 9月 29日到 10月 7日袁古益
矿完成出矿量 8500多吨袁完成金属量
680吨袁品位 7.3%袁不仅为第四季度生
产经营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袁 也创下了近年来日生产产量最高
的记录遥 （吕岳阳）

古益矿第四季度生产开局良好

本报讯 9 月 18 日上午袁 公司举行
401主扇反风演习袁 经演习验证袁 古益矿
401主扇反风各项性能符合安全规程的各
项规定遥
据了解袁此次演习共分 260平硐口尧六

塘风井以及 380斜井等 3个检测点袁 主要
是为了检验古益矿 401通风主扇的反风设
备性能是否灵敏可靠袁能否在 10分钟内改
变巷道中风流方向曰 反风后通过对井下回

风量进行测定袁 检验主扇反风回风量是否
达到正常风量的 60%以上曰 通过反风试验
记录主要通风机的电流尧电压尧轴承温度和
风压等数据袁 并与正常通风时的数据进行
比较袁 以便及时掌握主扇的运行状态和规
律袁不断提高矿井通风系统应急能力袁确保
公司安全生产顺利进行遥

（梁明艳 沈世江）

提高矿井通风系统应急能力确保安全生产

公司举行 401 通风主扇反风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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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止 2013 年 9 月 28
日袁公司 1耀3季度多项生产指标均
超过集团计划数遥

近段时间袁由于河三选厂因尾
矿库满被迫停机停产袁每月将减少
金属产量近 400吨袁这对公司完成
集团下达的年度任务量造成一定
的影响遥 为了减轻因河三选厂停产
造成的损失遥 公司领导班子运筹帷
幄袁多管齐下袁除了积极做好河三
选厂人员安置工作以外袁还不断加

大技改力度袁深挖潜力尧节支增效遥
特别是古益选厂在现有的生产工艺
基础上通过技改袁 使选矿生产能力
由原来的 1000 吨/日增加至 1200
吨/日袁大大提高了选矿效率遥 据生
产技术科统计院1耀3 季度多项生产
指标超额完成袁其中袁采矿量尧钻探
量尧总金属量尧选矿处理量尧出窿矿
量均超过集团计划数袁 而掘进量比
集团计划数减少 3.51%遥

（梁明艳）

多管齐下 挖潜增效

公司 1至 3季度多项指标超集团计划数

本报讯 9月 22日袁 邓金灿总经理
到冶炼公司调研袁 详细了解冶炼公司情
况袁并提出了几点工作思路遥
邓总经理对冶炼公司物料车间尧粗炼

车间尧电解车间尧综合回收车间进行了实
地考察袁 听取了冶炼公司在生产设备尧工
艺技术方面的优势及存在问题袁还有下一
步工作思路的汇报遥 邓总经理指出袁冶炼

公司从设计尧 建设到生产都非常不容易袁
要围绕开机目标做好规划和安排袁把冶炼
做成佛子公司的亮点遥但这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袁关键在于大家有没有信心钥 厂子的
生产暂停了袁但大家的精神不能丢袁信心
不能动摇袁干劲不能松懈袁思路不能停止袁
要尽快制定出开机的整体规划方案袁排出
详细的工作计划网络图袁细化任务袁逐项

落实遥
邓总经理还提出了几点工作要求院一

要切实抓好安全环保验收工作袁安全环保
手续是开机复产的先决条件袁冶炼公司必
须尽早落实遥 二是开机就要开好袁哪些缺
陷需要整改袁要逐条尧逐项制定切实可行
的计划方案和具体措施遥三要做好设备保
养防腐工作袁要组织防腐维修组袁按照安

全要求袁把设备设施保养好尧维修好遥四要
加强管理袁利用停产期间袁组织骨干人员
学管理尧学技术袁认真总结分析管理中尧技
术上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袁 不能被动等待袁
要主动为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袁要从管理
中找路子袁在技术上想办法袁制定出切实
可行的开机战略规划袁为早日实现复产创
造条件遥 （江壮钧 贺 琼）

邓金灿总经理到冶炼公司调研提出要求

制定切实可行开机规划实现早日复产 本报讯 10月 11日袁寒露后的
第三天袁秋高气爽袁梧州市国资委党
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黎丽红率检查
验收工作组一行到公司开展基层党
建示范点检查验收工作遥
据悉袁 公司党委是市国资委 5

个基层党建示范点之一袁从年初野深
化企业文化建设 推进企业创新发
展冶党建示范点的确立袁到示范点各
项创建活动的开展袁 公司党委按照
叶梧州市企业党建工作示范点建设
标准曳围绕创建领导班子好尧党员队
伍好尧工作机制好尧发展业绩好尧群
众反映好的野五好冶党组织为目标袁

从领导班子建设尧党员队伍建设尧活
动阵地建设尧工作机制建设尧党建品
牌建设五个方面 17项内容组织开
展创建活动遥 黎书记一行到公司示
范点实地查看了阵地建设尧 制度建
设尧主题活动开展情况及有关材料袁
听取了公司党委关于创建示范点的
特色做法和创建成效的汇报袁 还对
公司的党建示范点创建情况进行了
综合评定袁 肯定了公司创建党建示
范点的成绩袁 提出了公司党委要逐
步完善各项党建工作机制和企业文
化宣传的改进意见遥

（何木兰）

市国资委到公司检查工作

党建示范点通过验收

本报讯 9月 25日袁 公司机关
第一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袁 围绕党
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尧 密切联系
群众的野八项规定冶和集团公司野六
大行动冶野七项措施冶的文件精神袁以
野转变作风尧履职尽责尧廉洁从业冶为
主题开展专题学习活动袁 要求党员
全力向一线倾斜袁做好服务生产尧服
务基层工作遥

一直以来袁 筑牢思想防线袁树
廉洁从业之风是机关第一党支部党
建工作的重点遥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精神袁
进一步突出作风建设袁 切实解决公
司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题和广大员
工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袁 支部组织

观看了廉政教育片叶野四风冶之害曳遥
野四风冶袁即形式主义之风尧官僚主义
之风尧 享乐主义之风和奢靡之风袁
野四风冶之害猛于虎袁野四风冶是严重
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危险现象袁
是当前群众最为深恶痛绝尧 反映最
强烈的问题袁也是损害党群尧干群关
系的重要根源袁 更是架在党群之间
的一把利剑遥因此袁党支部认真抓好
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建
设袁 抓好重点部位人员的预防职务
犯罪教育袁 增强党员管理人员的廉
政意识和服务意识袁 努力发挥机关
后勤工作的服务效能遥

（杨丽贞 杨晓骅）

机关第一党支部开展党员学习活动

向一线倾斜发挥服务效能

本报讯 近日袁冶炼公司 6万吨电解铅
技改工程项目顺利通过了职业病防护设施
竣工验收尧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和安全设施
竣工验收袁 表明冶炼公司的安全环保验收
工作已基本完成遥

9月 23日尧27日袁 梧州市安监局分别
组织市尧 县二级职业卫生和安全方面的专
家对技改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安全设
施进行竣工验收遥 专家组深入车间现场检
查了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安全设施的标识尧
配置尧运行情况遥 专家组认为袁技改项目技
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袁符合铅锌行业要求袁

符合国家职业卫生的要求袁 符合冶金危险
化学品的验收要求袁 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
职业卫生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遥

9月 27日上午袁自治区环保厅组织市尧
县环保部门的专家袁 对技改项目的环境保
护进行现场竣工验收遥专家组认为袁项目工
程环保审批手续齐全袁 基本落实环评文件
及批复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袁 环保设施运
行正常袁主要污染物基本达标排放袁符合环
境保护验收条件袁 原则上准予项目通过环
境保护验收遥

（贺 琼）

6万吨电解铅项目通过安全环保验收

本报讯 9月 26日上午袁由自治区爆
破协会专家尧梧州市公安局尧苍梧县公安
局组成的爆破作业评估小组来到公司袁对
爆破物品的使用进行评估遥 经评估袁佛子
矿业公司的爆破作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爆炸物品管理条例标准袁成为目前梧州
市首家爆破物品许可使用单位遥
今年袁国家要求使用爆炸物品的单位

重新申请袁取得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的单
位才能使用爆炸物品作业遥爆破评估小组

在公司副总经理刘炜以及安全科有关负
责人的陪同下袁对佛子矿区的爆破物品使
用现场要要要爆炸物品储存库的治安防范
系统以及爆破员尧管理员尧安全员等情况
一一进行了检查遥 随后袁评估小组听取了

安全科负责人的申请汇报袁并查阅了爆破
作业人员的有关资料袁通过实地检查和查
阅材料袁一致通过评估遥

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
的叶爆炸物品管理条例曳袁对爆炸物品以及
管理人员进行严格管理袁建立专门的爆炸
物品仓库以及相应的保卫防范措施袁对相
关管理人员及爆破作业人员的思想尧安全
意识以及操作技能进行严格的培训袁要求
爆破作业人员严格按照爆破作业操作规
程操作袁 使得爆破作业更加规范化遥

（覃雪英）

梧州市首家爆破物品许可使用单位落户佛子
公司通过自治区爆破作业评估

本报讯 近日袁公司公布了 316名
使用 A8系统办公的员工在 2013年 3
月 1日至 9月 30日期间的使用情况袁
以此来督促 A8使用人员按时处理文
件袁提高办公效率遥
近年来袁A8系统因并发数 渊登陆

人数冤低尧人员登陆不上或因流程卡在
某一人处而造成工作效率低的情况较
为突出袁 各使用单位在各种会议上就
此提出了野A8系统流程过慢冶的意见遥
据此次统计的数据显示袁 待办事项超
过 10件未办理的占总人数的 33.2%袁
其中个别人未办理事项竟高达 2391
件曰有 32.2%的人能及时处理袁待办事
项为 0件遥造成 A8系统流程过慢的原
因既有系统本身的局限性袁 也有员工
使用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袁 高达 30%的
人未按时处理文件袁 对整个公司的办
公效率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遥

据公司网络管理员小魏介绍袁A8
系统是目前公司最主要的办公系统袁
全公司共有 300多名员工在使用遥 有
些员工习惯性地看了 A8文件而不处
理袁或者处理时间滞后袁工作效率自然
就变慢遥 目前一个流程应该在一个星
期内走完的却走了一个月是常有的
事遥 而关于 A8系统登陆不上的问题袁
拓展 A8并发数成本非常高遥 据了解袁
近段时间集团经过努力把并发数从
1000人提高到了 1200人就花费了几
十万元袁所以要想提高 A8工作效率还
得从使用人员的日常管理抓起遥 公司
希望大家每天上班都要及时登陆 A8
系统接收任务尧交流情况尧处理公务袁
避免个人原因造成工作滞后尧拖延袁同
时公司办公室近段时间内将对使用
A8情况进行不定期公布袁 并清理 A8
闲置人员账户遥（邓杨瑞 魏文堂）

公司务求提高网络办公效率

公布员工使用 A8系统情况

本报讯 近日袁 公司古益选厂
磨浮丙班尧 冶炼公司硫酸车间被梧
州市总工会授予 2012年度梧州市
野建功杯冶劳动竞赛优胜班组袁古益
选厂黎永富荣获 2012年度梧州市
野建功杯冶劳动竞赛优秀个人称号遥
据了解袁 古益选厂磨浮丙班围

绕各项生产目标任务袁开拓进取袁发
挥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袁 积极参与
公司组织开展的磨浮操作技能劳动
竞赛袁多次取得竞赛第一名遥冶炼硫
酸车间是个管理规范尧组织有力尧凝
聚力强的集体袁 在生产中牢牢抓住
安全生产不放松袁 认真做好本班设

备管理工作袁 全年设备完好率达
96%以上袁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遥
该班组还组织开展了 野硫酸浓度测
定技能比武冶的比赛袁推进制酸各岗
位的相互学习遥 黎永富是古益选厂
的一名普通磨浮工袁 他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袁兢兢业业袁积极进取袁埋
头学袁留心记袁虚心请教袁不断提升
业务技能水平遥 2012年袁黎永富在
公司开展的磨浮操作技能劳动竞赛
中袁以铅回收率 89.95%尧锌回收率
87.66%的成绩获得了年度个人一等
奖遥 （韦娟清）

“建功杯”劳动竞赛建新功

本报讯 9月 26日晚，华锡集团 2013年职工文艺汇演在大厂影
剧院精彩上演。公司的两个参赛节目《共和国之恋》《绑夫》，分别
荣获声乐类、综合类比赛项目三等奖。

公司选送的节目《共和国之恋》，唱出了华锡儿女对祖国、对党
的热爱。小品《绑夫》，则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沉迷于“六合彩”赌
博的丈夫在妻子的劝阻下幡然醒悟。这个小品以生动的语言揭露了
“六合彩”的危害性，呼吁痴迷者远离“六合彩”，回归家庭、回归社
会。整台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舞蹈、歌曲、情景剧、小品穿插进
行，共演出了 20个节目。 （何建清 文 / 图）

在华锡集团 2013年职工文艺汇演上

公司《共和国之恋》《绑夫》节目获奖

公司参赛节目———歌舞《共和国之恋》公司参赛节目———小品《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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