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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6
月 12 日，中共邢台市委书记钱
三雄到泥坑酒业调研。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张强，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市委秘书长宋
洪修参加调研，中共宁晋县委
书记王涛、代县长刘志奇等陪
同调研。集团董事长苏瑞广、
副总经理兼泥坑酒业总经理马
辉峰接待了钱三雄一行。

钱三雄实地考察了酿造车
间和原酒库，仔细查看了窖

池、百年木酒海、储酒缸等酿
造储存设施和封坛酒、新品

“泥坑净雅香 1916”等泥坑酒
产品，详细询问了泥坑酒的历

史文化、酿造工艺、酿酒原料
和企业发展等情况。当得知泥

坑酒由五种粮食酿造，是邢台

市唯一的“中华老字号”，泥坑

酿造技艺入列省级非遗，产品
多次获行业大奖，并正在谋划

新上智能化酿造车间等情况
后，钱三雄不住点头，对企业重
视挖掘运用文化资源的做法给
予充分肯定，称赞泥坑酒不愧
是邢台第一白酒，是北方的“小
五粮液”，希望企业进一步强化
管理，加快技术创新和高质量
发展步伐，把“泥坑”品牌擦得
更亮。

钱三雄还了解了广和 2 万
纱锭智能化连续纺纱项目、千亩

原粮基地项目和鼎瓷电子陶瓷基
板二期项目等情况，并叮嘱要始

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进一
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扎实做好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市委书记钱三雄到泥坑酒业调研
称赞“泥坑”是邢台第一白酒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7 月 1 日

晚，集团在东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
办“旗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先进党员表彰晚会，表达宁纺
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

心，为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榜
样、凝聚力量。

中共宁晋县委副书记石克栋，县委
常委、组织部长孙晓磊，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苏运亮，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刘雪

敏，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县总工会主席

李军华，县有关部门负责人李月辉、及

莹，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苏瑞广，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徐建林等领导出席晚会

并颁奖。

礼堂内灯光绚丽，鲜红的党旗熠熠
生辉。19时 30分，在热烈的掌声中，晚

会开幕。
徐建林首先讲话，代表集团党委书

记苏瑞广和集团党委，向集团公司全体

党员致以节日的祝贺。他说，48年前，

宁纺在上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创
立，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劳动
模范、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苏瑞广带

领下，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从一个只有

23名职工、16台布机的作坊式小厂，发

展成为今天拥有 5000名员工、拥有完
整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多元化集团企业。

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坚强的企业党组

织，就没有宁纺的今天，就没有宁纺光
明的未来。

徐建林说，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
领、文化铸魂的治厂方针，把党建工作

当作独特的政治优势，当作企业发展的

根和魂，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人才

建设和文化建设，努力发挥企业党组织
的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努力发挥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今天，我们
表彰的先进个人和模范党支部，是宁纺

523名党员的优秀代表，在他们身上集

中体现了忠诚于党、勇挑重担、矢志创
新、拼搏奉献的高尚品格。

徐建林表示，我们要以庆祝建党百

年为契机，努力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从“四史”

中汲取丰富营养和发展智慧；努力传承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

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发展

新动能，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筑牢红
色引擎，进一步锤炼思想修为、练就过
硬本领，树立良好作风，在时代舞台上施

展才干、担当大任。

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马辉峰

宣读《中共河北宁纺集团委员会关于表
彰先进党组织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决

定授予泥坑酒业党支部等 4 个党支部

“模范党支部”称号，授予刘敬通同志
“党员旗帜”称号，授予豆朝辉等 10 名
同志“十大党员楷模”称号，授予陈素娟
等 6名同志“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

予印染党支部唐立等 12名同志“党员

示范岗”称号，授予李娟等 51名同志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名单详见 4版）。

颁奖仪式开始。伴随着激扬的旋
律，各奖项获奖者依次上台领奖。模范
党支部代表宣读了获奖宣言。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颁

奖结束后，苏瑞广带领创业时期领导班
子代表、集团现任党委班子成员和共青

团代表登台，重温入党誓词。

晚会穿插表演了史诗朗诵《南湖
船，党的摇篮》《五星红旗染红神州大
地》《筚路蓝缕》《奋进新时代》《丹青妙
笔写辉煌》，红歌合唱《前进吧！中国共

产党》《走向复兴》《跟着你》，歌伴舞《红

船向未来》《旗帜颂》，歌曲《我们是共产

党员》《不忘初心》，情景剧《灯火里的中
国》等文艺节目。

20时 56分许，晚会在全场大合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中圆

满落幕。

集团党员和职工群众 900 多人参
加了晚会。

集团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表彰晚会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6月 29日
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苏瑞广以
《传承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为题，在

集团四楼会议室为党员干部进行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授课。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取
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百年奋

斗征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谱系。苏
瑞广选取其中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
沂蒙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讲
述了这些精神的形成过程和深刻内

涵。同时，苏瑞广还结合宁纺创业史上
的模范党员和奋斗故事，阐述了发扬
这些精神的现实意义。

听课的同志们表示，听了这堂党
课深受教育。一定认真领会讲课内容，
努力传承先辈的宝贵精神，勤奋工作，
再创新业绩，建功新时代。

集团党委、班子成员、各党支部书
记，党员代表、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以及工会、团委委员等近 100人聆
听了党课。

苏瑞广为集团党员干部讲党史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在党的百
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6 月 24 日，河
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仲明，在省

人大常委会、省科技厅、邢台市人大常
委会和中共宁晋县委组织部、凤凰镇

等有关领导陪同下来到集团，慰问了
功勋老干部代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苏瑞广，并向他颁发了“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在集团二楼会议室，周仲明与苏

瑞广亲切交谈。他说，苏瑞广同志 65
年如一日，践行入党初心，48年殚精
竭虑，将宁纺打造成为纺织行业的“常

青树”，八十多岁依然壮心不已，致力

于宁纺高质量发展，十分令人钦佩。我
代表党和政府向您致以崇高敬意和亲
切问候。苏瑞广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
关怀，一定会永不懈怠，努力推动宁纺

更好更快发展。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是党中

央 2021年首次颁发的纪念章。颁发对
象是党龄达到 50周年、一贯表现良好
的党员。纪念章通径 50毫米，材质为

铜锌合金，主色调为红色和金色。

集团此次还有其他 12 名老同志
获得了“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苏瑞广荣获“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

本报讯（战略部 冯继学）6月 25
日，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
揭晓，集团刘瑞宁等人的发明专利“一

种防化学品面料的加工方法”获评中
国专利优秀奖。这是集团首次获得此
项奖励，也是本次全省纺织行业和全
市唯一入围的专利。

该获奖专利突破现有染整及涂
层复合技术，解决了棉质面料耐酸
碱防溶剂的难题。据国外第三方检

测机构检测，对烧碱、硫酸和邻二甲

苯的的防护率分别达到了 99.6%、
99.5%和 94.7%，整体技术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该专利曾于 2018年获中
国纺织行业专利奖优秀奖，2020年获
河北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奖。

据悉，中国专利奖是我国知识产
权领域的最高奖项，由国家知识产权
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每
年评选一次。

集团一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6月 22日
晚，集团在宁纺宾馆一楼大厅举办
2021安全演讲比赛暨安全先进表彰晚
会。

宁晋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县总工

会主席李军华，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杨京乾，县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文栋，副局长李军辉，中共凤凰镇党

委书记宁宗江，凤凰镇主任科员王志
敏，县消防救援大队参谋赵鹏；集团董

事长苏瑞广、总经理徐建林以及马辉
峰、朱虎林、李云肖、刘彦辉、曹军平、

王翠彬、石金拴、刘敬通等领导出席晚
会并颁奖。

19 点 30 分，大会开始，首先播放
了安全月活动主题宣传片《生命至

上》。
徐建林致辞。他说，我们坚持以人

为本、安全发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决做到不触

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通过多

种形式、多种载体，倾力打造“安全为
天，天天安全”的安全生产环境，不断

书写安全生产合格答卷。今天受到表
彰的同志，都是优秀的答卷人，是推动

安全工作和安全发展的优秀代表。

徐建林强调，成绩不是资本，而是
新的起点。当前，全国多地发生生产安
全事故，进一步做严做实做细安全工
作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要时刻保持头
脑清醒，永不懈怠，如履薄冰，警钟长

鸣。
徐建林表示，前不久，市委书记钱

三雄来厂调研时，叮嘱我们一定要始
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我们要牢
记嘱托，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和“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要

求，进一步压实一把手的安全主体责
任、安全主管和安全员的监管责任、全

员安全互保责任；进一步树立“预防为
主”“视隐患为事故”“让安全成为习

惯”的理念，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进一
步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安全防护设施，

建立健全安全总监派驻等制度；进一

步推动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
新，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和企业高质
量赶超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按照“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

则，6月初，集团组织了安全主题演讲
比赛，12个分公司管理人员踊跃参加，

从中评出 6人参加决赛。晚会上，他们
依次上台，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身边的
安全故事。经评委组现场打分，李军贺
获演讲一等奖，雷少兰、张雪获二等

奖，王腾、王娜、雷仁戌获三等奖。

大会公布了 2020-2021 年度安全
先进评比结果（名单见 2 版），并对安
全生产先进车间和安全杰出管理者、
安全优秀管理者、安全双控标兵代表、

安全卫士代表进行了表彰。
苏瑞广为各分公司一把手颁发了

宁纺安全文化丛书。

各分公司安全管理人员上台，朗
声进行了安全宣誓。21时许，晚会圆满
落幕。

集团干部员工近 300人参加了晚
会。

今年 6 月是第 20 个全国安全生
产月，集团围绕“落实安全责任，推动

安全发展”的主题，谋划了安全大讲
堂、安全演讲比赛、全员安全大排查等

8项安全活动。

集团举办安全演讲比赛暨安全先进表彰晚会

钱三雄（中）仔细了解泥坑净雅香产品。

县委副书记石克栋（左）为刘敬通颁发“党员旗帜”奖。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苏瑞广（右一）为“十大党员楷模”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