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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员通讯员要做行家里手
本报讯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于 8 月 19 至 20 日在北京召开遥 佛子
公司积极行动起来袁 于 8 月 22 日组
织公司 100 多名政工员和通讯员学
习了会议的主要精神遥
在学习中袁公司党委以野意识形
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冶
野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和着力
点冶作为学习的重点袁要求政工员和
通讯员把围绕中心尧服务大局作为基
本职责袁找准宣传思想工作的切入点

邓金灿就任佛子矿业公司总经理
任职会上总经理表心声创新管理
本报讯 新任佛子矿业公司执行
董事尧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邓金灿袁9 月
3 日袁到佛子矿业公司上任就职遥
华锡集团副总经理姚根华袁党委副
书记尧工会主席张俞明袁政工部主任韦
学文以及佛子矿业公司领导尧中层管理
人员 70 多人参加了邓金灿任职会遥
据了解袁邓金灿袁1983 年 8 月参加
工作袁 昆明理工大学地质工程专业毕
业袁工程硕士学位袁在职研究生学历袁曾
任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遥
在任职会上袁新任总经理邓金灿说

出了自己的心声袁要创新管理尧廉洁自
律袁努力当好行政班长袁同时也希望公
司上下团结一心袁共同克服目前遇到的
困难袁同心协力把生产搞上去袁顺利完
成集团制定的年度生产任务遥
姚根华副总经理在会上对新领导
班子提出了希望袁他希望班子成员加强
学习袁廉洁自律袁讲究个人情操袁团结协
助袁精诚合作袁共同克服困难遥 他还希望
佛子公司改革创新袁追求效益袁规范管
理袁降本增效袁增储资源袁持续发展袁为
企业走出困境创造更多有利条件遥
（徐敏霞）

邓总经理下基层走科室
本报讯 9 月 5 日下午袁党委办公
室里一如既往地忙碌袁几位工作人员正
在安静地埋头工作袁这时袁一位 野客人冶
突然到访袁 让办公室里瞬间热闹了起
来袁原来是刚刚到任的邓金灿总经理到
科室开展调研遥
在党委办公室袁邓总开门见山地表
明了他想尽快了解公司情况的来意袁他
谦虚而又详细地询问了公司党建尧中层
管理尧宣传尧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
作情况袁还向工作人员索要前不久华锡
集团在公司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活动意
见征集记录袁 当工作人员问起缘由时袁
邓总神秘一笑说院野这是最能直接体现
公司现状和员工所想的材料袁对我新上
任了解公司情况很重要遥 冶
随后袁邓总还向工作人员介绍了他
之前管理高峰公司的一些成功经验遥 他
表示袁目前国家对于矿山的管理越来越
严格袁安全已经成为了企业生存和发展
的最重要因素袁所以企业要长治久安就
必须要有一个扎实的基础管理作为支

撑遥 他说袁目前佛子公司的安全基础管
理还不够完善袁这是接下来的一项长期
而又艰巨的任务遥
资源是制约矿山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袁对于公司来说,如何准确高效
地寻找接替资源已迫在眉睫遥 这也是邓
总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遥
据了解袁9 月 4 日尧5 日,邓金灿总经
理新到任的第二天尧第三天袁他就在公
司党委书记黄希文尧 副总经理刘炜尧安
剑刚以及相关人员的陪同下袁马不停蹄
地到公司古益矿尧古益选厂等各大生产
单位及主要科室开展调研袁了解公司情
况遥 在河三矿区袁邓金灿总经理到红卫
坑口尧河三公岩塘尾矿库址尧河三孔坡
冲尾矿库渊新库筹建地冤等地进行了实
地考察袁详细了解河三片区生产经营现
状袁还就河三选厂暂时停产后的矿区稳
定尧安全环保尧人员安置以及探矿等工
作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遥
（邓杨瑞 梁胜文）

新任总经理邓金灿在任职会上讲话

邓杨瑞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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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6 日袁公司在佛子
大酒店召开了督导员座谈会遥 公司
党委书记尧副总经理黄希文袁纪委书
记尧 工会主席杨守涛等出席了座谈
会遥
据悉袁 为了加快干部队伍的建
设袁改善中层管理人员结构袁华锡集
团于近日出台了 叶关于对二级单位
中层管理人员实行督导员制度的通
知曳袁公司根据文件精神出台了叶关
于对中层管理人员实行督导员制度
的通知曳袁 通知要求中层管理人员袁
在男性年满 55 周岁尧 女性年满 50
周岁时袁解聘原职务袁改任督导员曰
如是特殊岗位渊工种冤的中层管理人
员渊按国家政策规定男性年满 55 周
岁尧女性年满 50 周岁退休的中层管
理人员冤袁在离退休年龄尚差一年时
渊即男性满 54 周岁尧 女性满 49 周
岁冤袁解聘原职务袁改任督导员遥 督导
员任职期间袁 从改任督导员的次月
起袁 其薪酬待遇按全集团上年退休
的二级单位中层管理人员平均养老
金计发曰 按规定交纳各项社会保险
费尧住房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遥 督导
员到达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袁由
单位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遥
公司黄达旺尧吴彬华尧朱名洁尧
何运龙尧钟大贤尧白先乐尧梁日华尧梁
丰凡 8 位督导员参加了座谈会遥
（何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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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总工会颁发金秋助学金

集团帮扶公司贫困员工及家属

发放 4.6 万元救助金
调研资源储量
8 月 27 日，华锡集团副总经理刘湘平到公司开展资源储量调研，强调矿山要持续发展，稳定
资源储量才是硬道理。他指出，佛子矿业公司要加大井下掘进、探矿工作的力度，加大与相关单位的
合作，稳定资源储量，保证三级矿量平衡，才能实现矿山的可持续发展。上图为刘湘平（右一）通过
平面图了解井下矿石储量分布情况。
吕岳阳
邵文峰 / 摄

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做好培育工作

本报讯 近日袁集团公司野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冶向公司发放了
4.6 万元的救助金遥
2013 年袁 公司全体员工向华锡集团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捐款
34983.50 元遥 集团公司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充分发挥野困难职工帮扶
中心冶的作用袁加大帮扶救助工作力度袁对公司 13 户大病和 1 名生
活特困员工及其家属进行集中救助袁共发放救助金 4.6 万元遥 其中
陈为文尧韦沛坤家庭分别获得 1.5 万元尧1.3 万元袁姚丽梅尧李焕辉尧
兰桃等家庭分别获得 3000尧2000 至 1000 元不等的救助金遥
（陈洁瑜）

■ 图片新闻

梧州市国资委与公司联合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本报讯 8 月 29 日至 31 日袁来自佛子矿业公
司尧广西商务厅驻梧州口岸办事处尧市城市建设投
资公司尧市保障住房投资公司等单位的 59 名入党
积极分子参加了梧州市国资委与公司联合举办的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遥
培训班邀请了市委党校副校长甄平袁 市委党
校研究室主任卢明袁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
记黎丽红担任授课讲师遥 他们对入党积极分子进
行了党的基本知识尧 如何争取成为合格的共产党

员尧党的作风和纪律等内容的培训遥
据了解袁近年来袁公司党委坚持围绕中心袁服
务大局的党建工作思路袁开展了一系列服务生产尧
服务员工生活的党建活动袁公司党委的凝聚力尧向
心力逐年增强袁 吸引了一批思想要求上进的员工
向党组织靠拢遥在这次培训班上袁公司的入党积极
分子就占了学员人数的 94.9%遥
（邓杨瑞 何木兰）

打造“送文化”“提素质”品牌
公司获“梧州市职工书屋建设先进单位”荣誉

本报讯 近日袁公司被梧州市总工会授予野梧
野职工中家冶遥 此外袁公司工会还积极在职工中家尧
州市职工书屋建设先进单位冶 荣誉称号袁 这是继
小家中组织开展读书活动袁 鼓励职工撰写读书心
2008 年公司职工书屋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
得体会文章袁 以及结合业务工作撰写理论和经验
交流文章袁 促进广大基层职工干部以及技术骨干
国野职工书屋冶称号后的又一建设成果遥
多年来袁公司紧紧围绕重点工作袁把建设职工
的业务学习遥 在 2013 年梧州市举办的职工书屋读
书屋作为野送文化冶野提素质冶的品牌来打造袁不断
书心得征文活动中袁 公司共有 8 篇征文获奖袁其
投入资金购置书籍袁 满足了公司广大职工的读书
中袁许文辉尧陈玉洁的作品获得一等奖袁严媛获二
需求遥 公司职工书屋设在佛子矿区袁有技术工具尧
等奖袁贺琼尧田发胜尧梁剑洪等获得三等奖遥
世界名著尧百科全书等各种书籍近 4 千册遥 去年公
（陈洁瑜）
司又购置了三万多元技术类书籍下发到公司六个
广西佛子矿业有限公司网站：ht t p: / / www. f ozi ky. com
地址：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城西大道 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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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 日袁梧州总工会副主席唐彤及劳动保障部相关
人员来到公司袁给 27 名困难家庭员工子弟发放了金秋助学金遥
野感谢工会组织的关心袁感谢耶金秋助学活动爷雪中送炭袁让我
的女儿上得起湘潭大学遥 冶公司劳务派遣工覃伟球在女儿获得助学
金后袁特地送来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遥 据了解袁在金秋助学活
动中袁公司始终坚持多渠道对每个贫困学生家庭开展深入调查袁确
保助学金发放工作公开透明袁把野金秋助学金冶发放到每一个切实
需要资助的学生手中遥 今年高考结束后袁公司工会就开始积极着手
组织 2013 年度的野金秋助学冶活动袁共申报了 42 份助学申请遥 最终
梧州市总工会对公司 27 名困难员工子女 渊其中劳务派遣工家庭 8
名冤 给予每人 2000 元至 2500 元不等的助学金资助袁 共计 64500
元遥
（陈洁瑜）

华锡集团领导给佛子员工送“定心丸”
产问题袁黎副总表示袁集团公司并不打
算放弃这两个难题袁目前正想方设法努
力让冶炼公司尧河三选厂运作起来遥 他
给大家打气袁希望公司坚持企业发展的
信念袁树立战胜暂时困难的信心袁做好
正确引导工作袁确保员工队伍稳定遥 他
要求公司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亏袁使企
业轻装上阵袁 河三片区要在整合资源袁
深挖内部潜力上下功夫遥
（何木兰
邓杨瑞）

本报讯 野下半年袁我们要以耶三
转移爷为口号袁做好公司各项经营工
作袁一是目标转移袁二是重心下移袁
三是服务前移遥 耶目标转移爷就是指
现在冶炼公司暂停产袁公司的人力尧
财力尧物力要集中放在矿山建设上袁
从冶炼转向矿山建设遥 工作目标转
移之后工作重心也要随之跟上遥 耶重
心下移爷就是工作重心尧管理重心要
放在古益片区采选生产上袁 围绕如
何保产量尧保成本尧保利润尧保效益
开展工作遥 耶服务前移爷就是机关后
勤工作要围绕基层展开袁 为生产经
营提供便利袁创造条件遥 冶公司总经
理邓金灿在生产经营会上部署工作
时掷地有声遥
9 月 11 日袁公司首次在古益矿
召开生产经营会袁 公司领导及中层
管理人员共 45 人参加了会议遥 该会
议首次邀 请 全部 工 程队 负 责人 参
加遥
据了解袁1 至 8 月份袁公司的采
矿量尧钻探量尧掘进量尧处理量尧金属
量均完成年计划的 65%以上遥 根据
已完成的生产任务袁 会议主要从生
产尧安全尧环保等方面分析讨论了公
司目前存在的问题遥 一是材料紧缺遥
材料紧缺是采选系统遇到的棘手问
题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机动科尧供应
科尧财务科尧古益矿和古益选厂多方
联动遥 二是规范工程队员工的管理遥
对工程队员工的录用尧 三级安全教
育尧培训等方面进行严格检查袁帮助
工程队完善管理制度袁 指导工程队
进行队伍建设袁 减少工程队对古益
矿的依赖性遥 会议还学习了华锡集
团副总经理姚根华 9 月 3 日的讲话
精神遥
（吕岳阳）

27名员工子弟获资助 64500 元

倾听意见消除忧虑
本报讯 8 月 27 日袁华锡集团在公
司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活动征集意见
会上袁集团副总经理黎全对公司目前面
临的两大野停产难题冶进行了交流袁给员
工指明方向袁送上野定心丸冶遥
会上袁来自公司领导尧中层管理人
员尧技术人员尧女工尧青工及一线员工的
14 名代表提出了意见袁黎副总经理一边
认真听取袁一边认真做记录袁还就相关
话题给与会代表做解答遥 对于目前公司
员工最关心的河三选厂尧冶炼公司暂停

和着力点曰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尧正面
宣传为主的方针曰结合当前集团公司
开展的野六大行动冶野七项措施冶和野降
本增效冶活动袁做好新闻报道主题策
划袁树立好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
型袁宣传好方法尧好经验和感人事迹遥
公司还要求政工员和通讯员加强学
习和实践袁努力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
行家里手袁 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
好遥
( 何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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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隆重举行
9 月 16 日，由公司工会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4 周年暨第一届职工运动会开幕
式在佛子矿区灯光球场隆重举行。
公司领导黄希文、杨守涛、刘炜、安剑刚，各基层单位领导以及工会六个分会的 200 多名运动
员代表等出席了开幕式。运动会以“汇聚正能量 共筑佛子梦”为主题，要把“更高、更快、更强”
的体育精神，运用到公司的生产建设中去，融入到各项工作中去，为实现 2013 年生产经营任务，
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以优异的业绩向新中国成立 64 周年献礼！ 上图为开幕式运动员入场。
陈洁瑜 / 文
罗 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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