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大行动”“七项措施”
成果接受年终检验

2013年下半年，由于河三选
厂尾矿库满停产，所有的生产压
力都集中在了古益选厂，古益选
厂顶住压力，通过做好设备管理
和材料管理，挖掘潜力满负荷生
产。

一尧 通过对破碎工艺改造袁
使破碎粒度从 -10mm 降到 -
8mm曰通过对水利旋流器改造，使
磨矿分级工艺达到了满负荷生
产。截至 11月份选厂共完成处理
原矿 288.998万吨，金属产量为
1.64万吨，预计到年底完成处理
量 32万吨，金属量 1.8万吨，节
电 30万度，每吨降本 5元以上，
共增收超千万元。

二、保证了简易选硫系统的
正常运转，每月生产硫铁精矿
500吨，累计已生产 5031. 5吨，
按平均 300元 /吨算，共增效益
150. 95万元。

三、加强生产节水管理，减少
生产用水 20%。改造磨矿分级系
统，提高入选浓度约 3%；加强尾
矿干堆外运工作，确保生产用水
和不必要的浪费。调整中、高位水
池供排水，并考核各岗位、车间用
水量。

四、外运尾矿质量基本达到
用户要求，水分 <12%，产量每月
2. 5万吨以上，开发旧尾矿每月 1
万吨以上，并回收硫铁。

五、新建项目方面，3月份，
选硫车间完成基建工作，5 月简
易选硫系统正式投产，截止 10月
份共产出硫铁精矿 4207. 018吨，
按 300 元 / 吨计算，产效益
126. 21万元。由于资金短缺、公
司基建工程量多、人手不足等因
素影响，截至目前硫铁精矿车间
仍在加紧建设中，预计 2014年初
可投入使用。

古益选厂
优化结构，促企业发展

公司党委围绕着党中央关于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活动精神，贯彻集团
“六大行动”“七项措施”要求，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作风建设和
宣传放在突出位置，团结带领公司员
工积极投身到企业生存守卫战、思路
梳理突击战、管理升级攻坚战和党群
工作持久战的四大战役，为企业的生
存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下半年公司
党委开展了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教育活动；
对领导干部下基层服务开展监督考
核；严格执行党中央和集团公司改进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规
定；坚决抵制上下班迟到早退、做事
浮夸不实际等不良风气，强化机关科
室人员服务基础服务生产的工作能
力，以作风建设推动企业“六大行
动”“七项措施”取得实效。此外，党
委办公室宣传人员紧密围绕“六大行
动”“七项措施”活动的要求和公司
的生产经营情况，积极开展专题宣
传，强化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生产经
营氛围，凝聚广大员工的智慧和力
量。

党 委
党委牵头，抓作风强宣传凝心聚力

一、精心组织，确保生产任务顺利完
成
生产技术科积极发掘生产潜力，优化

生产设计方案，合理安排井下工程，在不
影响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减少采切工程投
入，同时紧抓安全主线，保证设计方案在
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行，安全上有保障，
夯实了生产基础，确保生产进度。截止 11
月 28日，共完成铅、锌、铜金属总量 1.93
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生产任务的 90.43%；
采矿量 37.74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生产任
务的 94.34%；出窿矿量 36.53 万吨，完成
全年计划生产任务的 89.09%；掘进量 1.76
万米，完成全年计划生产任务的 97.63%；
采掘总量 63.66万吨，完成计划全年任务

的 89.95%曰钻探量 1.02万米，完成计划全
年生产任务的 101.71%；选矿处理量 36.97
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生产任务的 90.16%遥
科内实行工作面责任制，更有效地优

化井下采矿作业流程，将每个作业点从设
计到跟踪管理再到工程验收落实到个人，
责任明确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质量和
效率。通过一系列的优化措施，工程布置
更合理科学，保证了生产任务指标，大幅
度降低生产管理成本。

二、节支减亏，暂停红卫探矿工程
2013年 8月，河三选厂停产后，红卫

坑口探矿工作仍继续进行。为了降低公司
的生产经营成本，减轻由停产造成的亏
损，生产技术科积极协助公司领导，制定

红卫坑口停产方案，参与组织人员分流与
安置、停产前工程验收及相关组织工作。
此项目每月能节约 70万元的探矿开支，
累计到现在已节支 140万元。

三、加大力度，严控采场贫化损失
生产技术科编制了《采场贫化率、损

失率管理办法》，加大井下矿石贫化率、
损失率的控制力度，不断优化采切工程设
计方案，避免废石的混入，采矿过程中做
好回采作业面的跟踪管理及监督，严格控
制采场采幅。同时实行贫化率、损失率考
核机制，对达标的工作面给予奖励，不达
标的工作面减少其采、出矿单价，通过考
核机制的约束，大幅度减少矿石中混入废
石，降低采选成本在生产系统的占用额

度。该《方法》在试行过程中收效良好。
四、明确方向，做好重点探矿调整
为了确定未来生产探矿的方向，以延

长矿山的服务年限，创造可观的经济效
益，生产科组织科室人员通过理清探矿思
路，模清成矿规律，整理各合作单位的探
矿资料，认真制定《三年生产探矿计划的
编制》，做好重点探矿工作调整，完善生
产系统组织建设。

五、细化责任，创新模式编排计划
2013年 10月份，生产技术科借鉴高

峰公司生产作业计划表中的优点，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创新模式编排月度生产计划
表。新版计划表中不仅增加了每月需要注
意的重点保障措施和安全措施，还将每月
的主要生产指标细化到每个工作点、每个
工程队、每个人。细化生产指标，同时引入
考核机制，确保了生产进度能够严格按计
划进行，有利于规范工程队作业人员的管
理。

生产科
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发展活力

1.科室实行矿山值班制度，及时
了解材料的现场使用情况，为评价供
应商的等级收集第一手资料。

2.针对大宗材料计划，现场了解
实际使用情况，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
下合理安排采购。比如全年钢材，铁
轨类采购金额为 489万元，实际采购
量为 310万元，减少了 179万元的采
购金额。

3.合理调配各生产单位的所需物

资，按谁急谁先用的原则，同比减少
库存 300万元左右。

4.及时与供应商沟通，建立相互
信任，互惠互利的原则，在集团资金
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基本上完成全年
的采购任务，确保了生产的正常运
转。到目前为止，共拖欠供应商货款
3200万元，相对于月采购金额为 300
万元来说，欠款时间基本上达到了一
年。

供应科
深谋细研把握主动权

一、制定了“双签”和责任区考核制度，层层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作业现场的安全隐患
排查和落实安全隐患整改。
二、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活动。每月组

织安全督查人员到旧陷落和废窿口检查情况，杜
绝非法盗采。

三、进一步加强民爆物品、危化品、井下采空
区等重点危险源监控管理工作，并逐步建立健全

重点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和重点危险源管理档
案，推进重点危险源规范化管理。

四、做好尾矿库安全运行管理工作、加强企
业外排废水手工监测方案的落实，严格管控环保
各项指标，确保环保达标排放，认真抓好日常周
检、月检、季度检的安全检查和安全隐患整改落
实工作。

安全环保科
打造坚实安全的发展平台

一尧同心协力保生产
古益矿认真落实公司安全生产

目标责任制袁狠抓生产管理袁积极做
好安全标准化尧节能降耗尧清洁生产尧
重金属治理尧党建等工作遥 全体员工
围绕公司的生产目标发挥主动性尧积
极性袁保证各项生产指标任务的顺利
完成遥 截止 11月 30日袁古益矿金属
量任务已完成任务的 97.1%袁采矿量
任务已完成 101.1%袁 掘进量任务已
完成 94.3% 袁 钻探量任务已完成
117.1%袁出矿量任务已完成 91.39%袁
出矿平均品位 6.47%尧全年任务品位
为 6.5%遥

二尧抓调整抓控制袁不断适应形
势发展

古益矿随着生产经营的变化做
出相应调整袁 制订和完善规章制度遥
如实施爆破作业双人双锁制度袁完善
设备维修出厂制度袁六大系统验收制
度袁完善工作点开工尧结束和新支天
井管理制度袁实行管理人员周末渊下
井冤 安全检查和工作双签管理制度
等遥 出台的管理措施有院抓好门禁管
理尧完善古益矿三大股室管理责任和
考核办法尧加强二班渊井下冤安全监督
管理尧完善对各班组和主管的考核办
法和管理要求尧成立古益矿督查小组
和质量管理小组等遥

三尧节能降耗袁降低生产成本

古益矿积极转变观念袁 调整思
路袁严管严控袁多举齐施袁降本增效遥
主要做法有院制订创建古益矿野安全
标准化二级企业冶管理办法袁对中段
采掘作业管理尧班组管理尧员工操作
要求等方面参照二级标准化标准推
行曰大力倡导班组野收废利旧尧降本节
支冶袁对井下旧风水管尧旧铁轨尧旧叉
盘等的回收利用曰加强井下与地面生
产用电管理袁建立健全了无人工作的
作业面毕灯规定尧食堂空调与电视开
放时间规定尧班组使用透光瓦尧工程
队宿舍推广使用节能灯并实行野工程
队宿舍用电施行阶梯电价冶等管理办
法袁自规定实施以来工程队宿舍用电
降低约 10%曰加强班组尧工程队领料
管理规定袁减少生产物资的浪费遥 古
益矿充分挖掘新组建的机加工班组
生产能力袁减少外购产品遥 今年 5月
份至今袁完成机加工产品产值 10.2万
元袁完成铸造产品产值 5.4万元袁累计
产值 15.6万元袁较好的减少了生产成
本压力曰同时袁古益矿继续推广野古益
矿节能降耗竞赛冶活动袁通过组织尧宣
传尧动员职工在生产工作中班组强化
监督尧提高管理尧拓新技术水平袁对在
工作中有节能降耗新创造尧新方法的
班组给予额外奖励袁 今年上半年袁通
过节能降耗活动节约成本 5.19万元遥

古益矿
坚定信心度难关 多管齐下保生产

公司纪委把开展“转变作风、履职尽责、廉洁
从业”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作为当前重
要的政治任务，思想上高度重视，迅速启动，高效
展开。印发了《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各单位按照
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与此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
宣传教育活动，诸如召开动员大会、组织观看廉
政教育片、组织专题学习、组织党员干部对照检
查、以检查考核促进作风的转变及以考试增强法
律防范意识等，引导领导干部扫除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不良风气，从而
做到“向下”多深入基层，为公司和员工解决难
题、服务一线、服务生产。
公司纪委结合部门的职能特点，积极开展效

能监察，以“增收节支、降本增效”为中心，贴近

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把员工普遍关注的热点、企
业管理工作的难点和经济效益的流失点作为效
能监察的重点，经过深入调研，多方“会诊”，广
泛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公司纪委最终确定了
“优化空压机冷却水系统”“矿井废石充填”“提
高锌金属回收率”以及“物资采购监督”“工程
审核”这几个对公司降本增效、增收节支影响重
大的效能监察项目。比如“优化空压机冷却水系
统”项目就能节支 2.7万元、“矿井废石充填”项
目节支 6.19万元、“提高锌金属回收率”项目增
收 108.06万元，再有就是工程预结算审核和物资
采购监督。这几大效能监察项目一共为公司增收
节支 132.06万元。

纪检审
周密部署教育活动，确定效能监察项目

企划科认真做好公司月度经济
责任制考核，对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分
析和考核，给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提供
准确的建议。为扭转公司上半年生产
经营困境的局面，在公司领导的指示
下，企划科对公司矿山系统 9～12月
份经济责任制指标进行了调整，以顺
利完成企业生产经营指标。调整情况
如下，金属产量 1685吨 /月，采选成
本 377元 /吨，11～12月份利润总额
240万元 /月。矿山系统 10月份生产
经营指标：产量 1687.524 吨，采选成

本 313.08 元 / 吨，利润总额 706.55
万元，相比上半年有了很大的提高。
此外，还对物资的验收、入库、摆

放工作加强了管理，收集和记录好物
资入库时间、数量、价格等数据。审核
各使用单位的月、季、年材料计划，补
充和完善材料计划。每月、季度物资
盘点情况，都能做到台账（含电脑
账）、实物、登记卡相符。在不影响公
司生产需要的情况下，减少库存资金
261.67 万元，降低了公司的成本费
用，为公司增收节支。

企划科
时刻“把脉”企业经济运营情况

财务科积极响应公司领导的号
召，以各种形式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
广西有色集团公司“六大行动”“七
项措施”要求，推动了财务核算管理
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一是开展增收节支活动，以“三

提高一降低”思路为指导，培养员工
的节约意识，采取能不出差就不出
差、客户从简接待等方式，在今年接
待五次审计的情况下，财务科的业务
招待费控制在预算水平，差费比预算

指标和去年都有大幅下降。通过多方
努力，减免了公司土地使用税 60多
万元，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工作正
在报批中，这项工作能为企业减少所
得税约 150万元。二是通过多渠道培
训，提高财务人员的技术水平，通过
网上学习，组织年轻会计参加职称考
试的方式，财务人员技术水平有了一
定的提高，确保财务核算的准确性，
能为公司决策性提供更有价值的参
考数据。

财务科
精打细算理好财

一、总工办组织全体人员分析学
习有色金属市场形势，探讨佛子矿的
地质成矿条件，统一了对矿山地质远
景储量的认识，要求员工在地质探矿
及采矿方法上进行创新。
二、在增收节支方面，总工办通

过对国土资源补偿费相关管理规定
的详细研究，通过与国土部门沟通，
把往的根据精矿销售收入计征的方
法改为以出窿矿石量参考全区矿石
平均价格计算销售收入的方法计征
资源补偿费。通过这一方法，公司一
到三季度应交资源补费由 260 多万
元，减为 97万元，节约开支达 163万
元。
三、通过科技项目的申报，今年

收到国家科技项目申报资金 500 万
元，为矿山的发展解决了很大一部份
的科技发展资金。
四、为了完成 2014年 8月采矿证

延续，公司和多家单位签订了延续材
料编写合同。总工办为了响应公司提
高资金流的号召，主动和各编写单位
联系、沟通，最终实现了让各单位先
开展工作，工作完成后再付款。这一
工作，让公司在近期内多了 246万元
的流动资金。
五、完成了矿山资源储量核实工

作，核实结果的出来，大大增强了矿
山职工对矿山前景的信心，增强了矿
山的凝聚力。

总工办
科技创新提升企业活力

公司办结合实际情况积极行
动起来，通过精减会议，精简公务
接待，加强公务用车管理，降低油
耗、修理等费用，取得了一定成
绩。在精减会议及公务接待方面，
公司办严格控制三费开支，从节
约每一度电一张纸开始，工作中
尽可能无纸化办公，每天负责值
班的人员在下班后必须把办公室
的水电抽风等关好，上班不到迫
不得已不能开空调；精简会议，尽
量少开会，尽量在矿山开会，认真
执行公司“目标转移，重心下移，
服务前移”三转移战略，以运营
管控理念为指导，服务基层，节约
开支；严格控制招待费，降低招待
标准，招待餐不上烟，不上高档名
贵酒水，杜绝大吃大喝。为了降低
费用，改用自己泡制的价廉物美
的酒水，如杨梅酒、农家酒等；对
公司各单位、科室的招待客餐严
格管控，不但降低餐标还要求减

少陪餐人数。通过这一系列的措
施，今年公司各种费用都有了较
大下降，截止 10 月份，与去年同
期对比，公司的差旅费节约了
20. 82万元、业务招待费节约了
83万元、会议费节约了 29万元。

在加强公务用车管控方面，
重新修订公司公务用车管理制
度，车辆集中购买保险，享受团体
优惠政策，仅保险类就节约了 3
万多元。同时，加强车辆维修管理
工作，实行定点维修，凡要维护、
维修的车辆，形成了当值司机向
部门领导申请 --公司办公室填
写报修单 --公司主管车辆技术
员和物监办核准、批复 --指定厂
家维修 --相关人员验收 --公司
办公室统一结算的完善流程。实
现了对公司公务用车费用开支的
动态掌握，从而实行有效监督，最
终实现降本节支。

公司办
精减会议与公务接待，轻装上阵效率高

结合集团“六大行动”“七
项措施”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
人力资源科从调整用工的管理和
薪酬管理、人力资源结构、人才培
养教育培训等方面入手，建立完
善的人力资源配置。

科室着重做好调整用工管
理，从 8月 1日起与 3个公司协
商，解除并遣散劳务派遣人员
285人，减少了劳务费开支。同
时，8月份冶炼公司、河三选厂、
红卫坑口相继停产，人力资源科
在工作调整和人员安排中做出了
不少成绩，河三选厂和红卫坑口
的员工安排到古益矿和古益选厂
工作；冶炼公司按集团公司批复
大部分员工安排待岗。停产以来，
冶炼公司陆续有员工办理调动，

科室配合做好调动后期的工作。
由于三个下属单位相继停

产，公司陷入困境，面临着严峻的
考验和巨大的挑战。人力资源科
根据“减亏、扭亏、增盈”的行动
的要求，积极做好薪酬调整。冶炼
公司待岗员工发相应的待岗工
资，在职职工的奖金基数也相应
下调，整个佛子公司的薪酬制度
都做了相应的调整。降低了公司
的支出成本，在核算与执行中主
要将工资纳入人事核算，逐步规
范及步入正轨。每月根据考核结
果按时做好工资的编制以及节日
福利待遇的发放工作，对于工资
发放后职工中出现的一些疑问，
都能做到及时查询和修改。

人力资源科
推进改革完善企业配置

2013年，冶炼公司由于受到
金属市场不景气，基本金属铅银
价格不断下滑，高价位原料与低
价销售产品的购销价差缩水，生
产组织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导致
生产经营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多
的不利局面。根据集团公司要求，
冶炼公司于 8月实行停产减亏，
并制订了《冶炼公司停产期间员
工管理办法》，除留厂值守员工
313 人外，其余员工实行待岗，
7～10月停产期间共计亏损 4200
万元，平均每月亏损 1050 万元，

比上半年平均每月少亏损 776万
元，四个月累计减亏 3104万元。
此外，冶炼公司还根据集团

公司要求清退了公司所有的劳务
工，为公司每月节约约 40万元；
与佛子矿业公司党办合作，制作
宣传冶炼公司视频录像，为公司
节约 40多万元。同时，为项目通
过安全、环保验收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对所有的精矿袋进行了清
洗，共回收精矿湿重 791 吨（其
中铅金属量 335 吨、银金属量
497公斤），价值 530多万元。

冶炼公司
不懈怠解难题抓落实

导语： 年，对于佛
子公司来说，是一个艰难前行的年
份，也是一个全员奋斗的年份。
年，根据广西有色集团《关于贯彻落实集
团公司当前工作六大行动七项措施精神的
通知》要求，公司各个生产单位与科室纷纷行
动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和优势，组
织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投身到集团生存守卫战、
思路梳理突击战、管理升级攻坚战和党群工作
持久战的四大战役中，为企业降本增效、扭亏
为盈提供了很多好方法、好措施。《佛子矿
业》报编辑部特策划一期“落实措施
讲行动 看到变化见效果”的专题，展
示公司主要生产部门与科室
的成果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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