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袁由生产技术科精心编制
的新版生产作业计划袁呈现在各生产部门相
关人员眼前袁并于 11月起正式使用遥
据悉袁公司每个月的生产作业计划都是

由生产技术科负责编制袁多年来在编制模式
上一直沿用以往的旧模式遥 随着公司采掘尧
选矿作业的不断变化袁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
技术指导生产袁确保公司安全生产袁公司总
经理邓金灿尧副总经理刘炜尧总经理助理邓
建明等提出整改建议遥由生产技术科科长江
河组织相关人员袁参考尧借鉴华锡集团高峰
公司编制的生产作业计划中的优点袁结合本
公司实际生产情况另辟蹊径袁对旧版生产计
划进行创新改进遥

新版生产作业计划由生产作业计划封
面尧生产作业计划编制说明以及生产作业安
排表三个部分组成遥

生产作业计划编制说明增加了三点遥
一是重点工程的计划袁其中包括各个工程队
重点出矿工程袁比如 A工程队负责 60中段
05线 101#采场袁B工程队负责 60中段 111
脉 2#采场袁C工程队负责 20中段西翼 4线
207#采场等等遥二是重点掘进工程的计划袁
比如 A工程队负责 60中段 02线猴车绞车
房井袁B工程队负责 180中段 0-03线西翼
主道开拓等等遥 三是重点保障措施袁包括生
产措施与安全措施两部分袁如生产措施中古
益矿要做好生产布局调整袁 加快采切进度袁
尤其要加快 20 中段高品位矿体的采切工
作袁尽快形成采场进行回采袁工作安排上要
做到有效投入袁严格控制贫化率尧损失率袁降
低生产成本等曰安全措施中各工程队要加强
采掘工作面的洒水尧拆石尧通风工作曰作业人
员要加强机电设备的检查和保养等等遥

生产作业安排表由以往单纯的数据指
标增加了工程名称尧工程性质尧断面面积尧作
业面重点尧安全程度尧出矿方式等多项指标袁
并将上述各项指标逐一细化到各工程队袁针
对性更强袁正所谓野队队有指标袁人人有责
任遥冶不仅有利于规范工程队的管理和考核袁
还能确保安全生产遥比如 粤工程队负责 圆远园
中段 园缘线西 载远脉平巷袁 工程性质是生产
探矿袁断面面积 4.95㎡袁作业面重点是 A等
级袁安全程度为安全袁出矿方式为装岩机袁提
升运输线路以及卸载地点为 260主道要要要
地面矿仓袁出矿品位铅 1.60%尧锌 1.23%尧铜
0.01%袁 金属量铅 12.16吨尧 锌 9.33吨尧铜
0.07吨等袁 各项指标跃然于纸上袁 一目了
然遥

（梁明艳）

生产技术科提高技术含量指导安全生产

创新模式编制生产作业计划
本报讯 野让想干事的人有事做袁让能干事的人干

成事袁让干成事的人能发展浴冶公司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
邓金灿在 10月 16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季度团委扩大会
议上袁 引用了南京报业集团的一句经典用语来勉励青
年遥

此次会议是邓总经理到任后第一次参与团委会
议袁也是邓总经理与团员青年的首次面对面现场对话遥
与会的团干对目前团员青年关心的问题袁 以及如何实
现华锡梦尧佛子梦尧个人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遥 邓总经
理针对团员青年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遥
团员青年们普遍对华锡集团及公司的未来表示堪

忧袁 邓总经理详细介绍了集团公司近五年来的战略目
标及发展情况袁分析了佛子公司尧冶炼公司存在的优势
与劣势遥 他指出院野困难是暂时的袁但我相信袁矿山我们
能做好袁冶炼我们有机会袁我们需要有主动的心态和团
结一致的精神袁一起拼搏一起奋斗冶遥紧接着袁他还解释

了目前公司的战略目标野三转移冶政策以及公司未来的
野三年发展规划冶袁摆明了他在找矿尧加强管理尧改革创
新上的决心遥
在拓展学习平台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问题上袁 邓总

表示袁公司会积极创造条件袁努力把培训费用好用完曰
完善技术津贴管理制度和技术考核机制袁 给有梦想有
进步的青年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实惠遥 提高矿区生活水
平是团员青年关注的问题袁邓总提到袁公司将建立青年
活动中心袁建好热水系统袁提供晚餐服务袁提高后勤自
主管理袁这让现场的团员青年脸上露出了笑容遥

最后袁邓总经理表示袁青年是公司发展的未来袁个
人的提升促进企业提升袁 企业的发展也将给予青年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袁 希望团员青年将个人梦与企业发展
紧紧结合袁做一个态度端正尧充满信心尧工作主动尧团结
拼搏的青年浴 （邓杨瑞）

第四季度团委扩大会议上邓总经理勉励青年

让有梦想的青年有事做干成事能发展

本报讯 野佛子公司改革与创
新袁大势所需袁势在必行袁谁不行动
谁就会被动袁你不采取措施袁你就
错失良机冶遥 11月 15日袁邓金灿
总经理在公司总经理办公扩大会
议暨全体中层干部会议上提出公
司下一步的工作思路遥出席会议的
公司领导与 50多位中层管理人员
围绕新理念展开了交流讨论袁并针
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宝贵建
议遥

邓总经理指出袁 公司要保效
益袁保利润袁必须要进行机构和机
制创新改革袁抓好运营管控袁打好
降本增效尧创新管理尧机构改革野三
个攻坚战冶遥目前袁公司的首要任务
是上下一条心袁全力以赴的完成今
年最后两个月每个月 3万吨以上
的矿石量尧1685 吨金属量和 240
万元利润遥 其次袁要解决机关机构
多尧人员多尧办事效率低袁以及工作
主观能动性不足的问题袁按照华锡
集团叶关于开展机构和劳动定员定
额编制工作的通知曳 精简科室袁对
每个工作岗位实行定员定编袁落实
责任和考核遥 最后袁他还要求公司
各单位要理清思路做好三年发展
规划袁转变观念和作风袁从我做起袁
从机关做起袁向一线倾斜袁做好服
务生产尧服务基层工作袁充分发挥
国企技术和管理人才优势袁 学政
治袁学业务袁学技术袁学管理袁提高
认识袁拓宽思路尧主动加压袁汇聚传
递正能量袁共同努力完成公司的生
产任务遥

党委书记黄希文在会上还组
织中层管理人员学习了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袁他建议大家要以三中
全会为契机袁锐意进取袁攻坚克难袁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袁学好
管理人员的角色袁带领好本单位本
科室人员袁 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袁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袁科学理
性的看待公司的改革袁 要有危机
感袁勤做尧勤学尧勤想袁努力做好今
年最后两个月的工作遥

本次会议由公司纪委书记尧
工会主席杨守涛主持遥他号召全体
中层干部认真领会袁 吃透会议精
神袁确定目标袁制订措施袁立即行动
起来袁 把会议精神贯彻到工作之
中遥 (徐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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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团员青年是企业的
未来袁是企业的希望袁团干部是
共青团组织的核心力量遥 为进一
步提高团干部工作能力袁增强团
组织活力遥 11月 8日袁公司团委
举办了团干部培训班遥 来自公司
各单位的 30名团干部参加了学
习培训遥

公司纪委书记尧工会主席杨
守涛作培训动员讲话袁要求公司
团干部要充分认识举办这次培
训班的意义袁认真学习党的十八
大精神和团的十七大精神袁通过
学习，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
加强团务基础知识袁增强服务企
业发展大局的能力，做好“增收
节支、降本增效”工作、主题团日
活动尧青春建功野四个一冶主题实
践活动尧青年创新创效项目攻关

等结合企业实际的共青团品牌
工作遥
培训班首先由公司党委书记

黄希文讲授第一课袁对团干进行
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以及企业
形势教育遥 第二课袁公司团委书
记覃日雄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袁
就如何 叶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曳尧
叶珍惜团的岗位袁努力锻炼成长曳
两个课题对团干部进行了培训袁
并与团干部分享了自己在共青
团组织的工作岗位上的成长经
验遥 在下午的学习和探讨会上袁
大家踊跃发言袁对新形势下公司
共青团工作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进行了探讨袁为今后更好的推进
共青团工作出谋献策遥

（沈兰英）

武装头脑 相互学习
公司团委举办团干部培训班

目前，我们整个集团公司受市场大环境等影响，生
产经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公司也不例外，
因多方面不利因素影响，冶炼公司、河三选厂、红卫坑
口相继停产，企业陷入困境，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
巨大的挑战。那么，企业有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呢？
说实话，由于部分单位停产，员工分流后的岗位变

化大，工资收入受到一定的影响，致使不少员工想法
很多，情绪也不是十分稳定。有的人也许会这样想，企
业发展好的时候，我能多拿钱，我就好好干；企业环境
差的时候，我就另谋高就；或者找不到更好工作，我就
混日子。我想，产生这些想法，是个人心态在作怪。我
们不妨自问，面对困难，我是作壁上观消极对待，还是
积极和企业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我想，我们绝大部分
员工都是愿意与公司共渡难关的。
过去，也许有不少员工最关心的是房子、车子、福

利、待遇，但如今大家对企业前途与发展的关注热情
空前高涨，私利不再是谈论的第一位，上至领导，下至
员工脑子里想的都是企业如何才能尽快闯过难关。不
错，我们公司很多员工的根都在佛子，我们都要有“企

业在我在，企业亡我亡”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对自身的
定位也应发生变化，不能认为自己仅仅是企业的一个
打工者，而是要把自己放在我是企业当家人的位置，
围绕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群策群
力，出谋划策。企业越是困难，我们越应该沉着冷静，
我们每个人都要认清外部市场形势和了解公司的实
际运营情况，不要听风就是雨，不要人云亦云。在严峻
的形势面前，我们要顶住压力，明确自己岗位责任，并
将之转化为学习、生产的动力，主动调动自己的工作
热情、工作积极性，为公司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暂时停产是为了下一步更好地生产和发展，是一

种战略。《华锡内部信息报》显示，我们的冶炼停了以
后，第三季度减亏 1837.82万元；河三片采选停了，矿
山已经止亏。所以我们不应该对公司的一些决策说三
道四，惊慌失措，过于紧张。

在困境面前，我们要摆正心态，勇敢地去面对，要
“集中效能”，把每个人的才华、技能，所学的知识，所
受的训练和所有的专长等集合起来，把佛子公司打造
成一个坚强的团队。我们坚信，经济的寒冬很快就会
离我们远去，春天快要来了！

勇 敢 面 对 企 业 困 境
·梁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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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28日上午袁 公司召开大
会袁 学习传达中国工会十六大会议精神袁公
司党政工领导以及部分政工人员参加了会
议遥

从北京参加会议回来的全总十六大代
表尧公司工会主席尧公司纪委书记杨守涛袁首
先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中国工会十六大的有
关精神袁 还组织学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
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0月 23日上
午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
员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遥

会上袁大家学习了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精神袁认识到这次代表大会是在
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遥大会鲜明提出了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这个当代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袁对新形
势下各级工会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作了
全面部署遥

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同
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遥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工人阶级的地
位和作用袁 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
级袁把广大职工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
围袁是我们党的一个突出政治优势袁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遥他要求各级
工会牢牢把握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袁把

推动科学发展尧实现稳中求进作为发挥作用
的主战场袁 把做好新形势下职工群众工作尧
调动职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中心任
务遥

2013年是集团公司成立以来最为艰难
的一年遥广西有色集团第三季度经济运行分
析报告中指出袁今年集团公司在提升管理水
平和寻找降本增效方面苦下功夫袁一边对集
团公司历年积累叠加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尧
整改尧解决尧落实袁一边抓紧生产经营管理袁
共同推进野六大紧急行动尧七项重要措施冶遥
经过共同努力袁集团公司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目前已具成效迹象袁大部分生产经营指标已
逐步好转遥

据此袁公司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邓金灿
在会议中强调袁公司各级干部要以学习贯彻
全总十六大精神为契机袁 推进认识再提高尧
思想再解放尧作风再改进尧精神再振奋遥 引领
职工群众把实现家庭幸福尧完善自我的个人
梦袁与国家繁荣尧社会进步尧民族振兴以及企
业发展融为一体袁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
非凡的业绩袁为社会和企业的发展凝聚强大
的智慧和正能量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 副总经理黄希文要求袁

广大政工干部要引导职工尧服务职工袁为广
大职工辛勤劳动尧诚实劳动尧创造性劳动创
造条件袁搭建舞台袁为建设和谐佛子作出积
极贡献遥 （陈洁瑜）

调动职工创造性汇聚正能量
佛子矿业公司学习贯彻全总十六大精神

当选代表 出席盛会
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 1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公司工会主

席、纪委书记杨守涛当选为大会代表，承载着职工的重托出席盛会。

中国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会场。公司工会主席、纪委书记杨守涛（前
排左 2）参加大会。

本报讯 11月 12日袁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刚刚在北京胜利闭幕袁13日上
午袁公司党委立即组织广大党员尧团
员尧中层领导干部尧政工干部第一时
间在网上尧A8尧QQ群袁 通过观看视
频袁下发学习资料等形式袁学习十八
届三中全会公报遥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

开放新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遥 全会主题特别鲜明袁对全面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尧深化政治体制

改革尧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尧深化社会
体制改革尧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五个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和具体要
求遥 公司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围绕经
济体制改革尧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
事关企业发展的重点袁 认真学习讨
论袁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袁振奋
精神袁 坚定信心袁 立足本职开拓进
取袁 锐意深化改革袁 为激活企业活
力袁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做好各项贯
彻落实工作遥

（邓杨瑞）

公司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结合实际聚焦全面深化改革主题

本报讯 近日袁从广西有色集团获悉袁杨槟光写的叶以野四
新冶推进企业反腐倡廉建设曳和唐廷杰写的叶充分发挥基层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曳两篇征文获得广西有色集团学习十八精神征
文比赛优秀奖遥
何木兰写的叶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袁深化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曳获得华锡集团野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冶征文一等奖尧黄德升
写的叶用野五位一体冶指导华锡集团经营建设发展曳获得二等奖尧
杨槟光写的叶以野四新冶推进企业反腐倡廉建设曳获得三等奖遥

（何木兰）

学习十八大精神

公司多篇征文获奖

本报讯 在华锡集团的统一安排下袁 11月 2日至 6日袁广
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体检队来到佛子矿区袁为公司所有接尘员
工进行年度健康体检遥
据悉袁多年来公司一直秉承野以人为本冶的宗旨袁严格执行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曳的相关规定袁除了每年定期组
织公司接尘员工进行健康体检以外袁还积极致力于改善工作环
境袁加强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袁为员工构筑一道健康防
护屏障袁有效预防职业病的发生遥 此次健康体检为期 6天袁共有
1000多人参加了体检遥 （梁明艳 陆 山）

构筑健康屏障严防职业病
公司组织接尘员工进行年度职业健康体检

■ 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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