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5日，宁晋县首届工资集
体协商竞赛决赛在宁纺宾馆一楼大
厅举办。泥坑酒业代表队获一等奖，
集团代表队获二等奖。

此次竞赛以“迎建党百年华诞、

平等协商促和谐、互利共赢谋发展”
为主题，围绕工资增长、福利待遇、

技能培训等与职工权益密切相关的
议题展开集体辩论。经过激烈角逐，

泥坑酒业代表队和晶龙集团代表队
获一等奖，宁纺集团代表队和晶澳
太阳能代表队获二等奖。三川化工、
允生化工、精晶药业、完达山乳业、
鑫晖铜业 5支代表队获三等奖。宁

晋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县总工会主
席李军华，市总权益保障部部长李
华杰，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杨京乾
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侯立山）

集团在宁晋县首届
工资集体协商竞赛中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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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偷换概念

举例
被告曾立过三等功，根据刑法

的规定，凡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

罚，请法庭考虑。

分析
句中所说的“曾立过三等功”，

是指被告个人历史上的荣誉，而后

面所说刑法中的“立功”，是指在法
庭审理本案中的立功表现，二者虽

字面相同，含义却有区别。这段表述
是在故意偷换概念，为被告开脱罪

责，违反了同一律。
2.转移论题

举例

售票员问一名正在下车的女乘

客：“坐车为什么不买票？”女乘客回

头说：“嚷嚷什么，我上班要迟到

了！”

分析
女乘客没有正面回答售票员的

问题———坐车为什么不买票？而是

故意转移话题，说：“我上班要迟到
了！”这就是转移论题，违反了同一

律。
3.自相矛盾

举例
1934年 12月 14日，红三十四

师余部在四罗桥附近又与敌人交

火，陈树湘烈士叫其他人赶快撤退，

自己和两名警卫员断后。

分析
既然是“烈士”已经光荣牺牲，

怎么能“叫其他人赶快撤退”？此句

情理不合，即对同一对象（陈树湘）

既说他是烈士，又说他在战斗，自相
矛盾，违反了矛盾律的要求。

4.模棱两可

举例
老李的女儿要出嫁了，老李想

办得隆重一些。而男方的家长却反

对大操大办。双方请工会马主席表

态，马主席说，对双方家里的意见都

不赞成。

分析
婚事“隆重”与“反对大操大办”

是矛盾关系。按排中律的要求，不允
许对两个不能同时为假的命题予以
否定。像上面的例子，马主席对双方
的意见都否定了，就犯了“模棱两

可”的逻辑错误。
（未完待续）

写作中常犯的语言逻辑错误
通讯员必读

逻辑思维基本规律方面错误

★6月 4日《宁晋报》二版刊登《泥坑酒业摘
取 4个省级大奖》。

★6月 7日《宁晋报》二版刊登百年泥坑百
人庆祝建党百年古筝展演活动图片新闻。

★6月 9日《宁晋报》四版刊登《杖朝之年寿
宴双喜 海棠花开泥坑同贺》。

★6月 17日河北共产党员网发布《宁纺集
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苏瑞广：“三牛精神”的模范
践行者》。

★6月 18日《宁晋报》二版刊登《省科技厅
重点研究项目研讨会在泥坑酒业举行》。

★6月 22日《邢台日报》七版刊登《苏瑞广：
铸就纺织行业“常青树”》。

★6月 25日《宁晋报》二版刊登《泥坑酒业
酿造车间甲班七组荣膺“河北省青年安全生产示
范岗”》。

★6月 27日《邢周报》22版刊登《苏瑞广：永
葆共产党员底色》。

★6月 28日《宁晋报》一版刊登《泥坑酒业
再登中国酒业百强榜》，二版刊登《东城社区开展
消防水带练习活动》。

★6月 28日第 23期《纺织服装周刊》刊登
《红色引擎书华章》《初心笃定映征程》。

★7月 2日《宁晋报》二版刊登《我县举办
“安康杯”安全知识竞赛》。

★7月 5日《宁晋报》二版刊登《宁纺集团举
办庆祝建党百年华诞书画展》《上城嘉苑社区开展
“三百”活动喜庆百年华诞》。

★7月 12日《宁晋报》二版刊登《宁纺集团
“一种防化学品面料的加工方法”获国家专利优秀
奖》。

媒体看宁纺

十大党员楷模事迹简介

参加工作以来，他一直默默无闻，不忘初
心，精益求精，以感恩之心投身工作中。

创新成果显著。他坚持“只有不断学习，才
能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开发的 14
款面料获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优秀奖、中国
生态环保面料设计大赛优秀奖，5款面料获印染
行业优秀面料二等奖。以他为带头人的颜军锋
创新工作室获“河北省劳模创新工作室”称号。
开发的新产品中，2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2 项获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他刻苦钻研，不断改进纺织工艺，攻克了大
量工艺和生产难题，推进产品品质提升。近年
来，他成功解决了半弹灯芯绒、V型纬弹 15条灯
芯绒等品种的对绒和自织弹力布卷边褶印，16
条、21条等细条灯芯绒纬向撕破强力较低等疑
难问题。其中 21条灯芯绒纬向撕力由 6-8牛顿
提升到 12-15牛顿，生产工艺属国内首创。

印染新产品开发部部长 颜军锋

泥坑酒业制曲车间主任 樊运红

扎根酒厂一线 35年来，他坚持干一行，钻
一行，不断提升政治素养和业务技术水平。自觉
以苏总为代表的老一辈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
努力践行新时代宁纺精神。发挥党员的模范带
头作用。以身作则，严格管理，增强团队凝聚力，
打造了一支强有力的制曲团队，切实完成各项
工作。

抓生产，更要抓质量。带领团队完成大曲质
量提升项目。3年来，大曲产质量大幅攀升，由原
来的产量 540吨、质量合格率 68%、一级品率
38%，分别提高到了 1000吨、100%、92%。

积极推动多方面发明创新，完成“包包曲”
工艺创新、大曲粉碎设备改造创新、大曲捕虫器
制作、光电开关自动停机装置改造等创新项目。
多个项目在集团获奖。

深入推行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将各种物
料领用纳入班组考核。年能耗节约 17万元。

绒布公司质量检查工 曹春蕊

她时刻不忘严守工作纪律，以扎实肯干的
工作作风，高度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投身于工
作。

有技术，才会有品质。工作 30多年来，她坚
持“做事先做人，万事勤为先”，严以律己，苦练
操作技术，成为大家公认的“优质高产全能手”。

以奉献企业为己任。积极参与培训学习，重
视提升自身技能。她还主动请缨带学徒工，将自
己过硬的操作技术无私地传授给工友和新员
工。多年来，她带出了学徒 350余人，为宁纺发
展做出突出贡献。

对于新设备、新品种，她总在最短的时间内
掌握其性能，自告奋勇攻克操作技术难关，得到
客户的高度赞扬。连续 6年被评为厂级劳动模
范，并先后荣获河北省职工创新能手、邢台市五
一劳动奖章、宁晋县优秀共产党员、宁纺 45 周
年“百名功勋人物”等称号。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他积极带领大家
学习专业知识，剖析建筑通病，及时解决相应技
术难题，确保工程质量。在团队的通力协作下，
“上城”项目荣获多个省市级建筑荣誉奖项，获
多项工法专利，扩大了品牌影响力。

努力钻研业务技术，紧紧围绕抓工程质量，
坚守宁纺品质，树立上城品牌。重视部门内部培
训与外部学习相结合，提高团队的技术水平，打
造了一支技术过硬的工程团队。

创新管理方式。打破传统工程管理模式，制
定一系列制度、措施，重点强化工程精细化管
理，实现事事有检查、件件能落实。采用新技术、
新材料、新思路，近年来共实现技改创新 30 余
项。

率先垂范，以“围绕工程建设为中心，服务
公司，服务工程，争创一流”为目标，增强团队协
作，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推进工程建设。

房地产公司副经理 李云锋 上城华府物业公司办公室主任 杨丽坤

作为党员，她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率先垂
范，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坚持以行动带动人，
以真诚感染人，以爱心凝聚人。

组织团队加强学习，提高整体素质。有针对
性地组织多种形式培训，学习物业法律法规、物
业管理、财务等专业知识，带领部门员工深入项
目现场，学习基础设施使用方法并了解现场结
构、配置等，提升其专业能力与业务水平。同时，
加强团队思想交流，及时疏导员工负面情绪，共
同完善工作方法，提升团队凝聚力

兢兢业业，扎实工作，勇当先锋。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对物业档案、中控室工作制度、流程
及设备标识等进行了重新整理与完善，分工到
人，进一步促进了日常工作规范化。在核酸检测
登记、连夜入户排查疫情信息、组织居民接种疫
苗等各种突发事情面前，她总是带领团队冲锋
一线，坚守到底，保证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泥坑酒业副总经理 田立杰

深入销售一线，进行市场调研，对标竞品，
寻找不足，培养了白瓶和海棠等主力大单品，形
成高、中、低档主流产品线。销售业绩逐年增长，
为公司产品结构再提升奠基。积极推进公司的
营销模式升级创新和营销数字化发展，助力线
上、线下营销工作一体化。

持续优化销售人员团队和经销商队伍，把
销售部划分为高、中、低三大事业部，分别销售
不同档次产品，实现专品、专案、专人销售。

重视后备人才培养，形成了销售人员梯队
式人才结构。

带领团队提炼产品营销模式，创建了渠道
终端商利润分配模式，代理商、专卖店权益利润
合作模式，进行产品生命周期分析，适时采取针
对性销售措施，延长产品生命线。对终端客户进
行四类法则深度培育和管理，并进行市场库存
数据分析，确保公司主力大单品培育销售。

安监部部长 张建波

作为一名有着 33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扎根
宁纺，现从事集团安全管理工作。工作中，他始
终坚持“我是一名党员”的信念，知行合一，坚决
拥护党的领导，践行党的纲领，以实干展担当，
自觉做好思想建设工作和安全管理工作。

他善于运用信息化安全管理思路，借助移
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牵头制作了一种全员参
与的安全隐患排查信息系统，该项管理是当前
“双控”机制建设的创新举措，被省总工会评为
“职工保安全、保健康创新工作法”。此工作法及
系统已申报了国家专利。

他善于开展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积极组织
安全活动，并将活动汇编出版了《员工安全手
册》《员工安全生产漫画集》《安全生产宣传板报
集》《宁纺安全文化集》系列丛书，使得安全管理
工作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具有宁纺特色的安
全文化。

广和纺织公司经理 豆朝辉

他时刻高标准要求自己，听党话，跟党走，
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带领全体员工出色完成各项工作。

乐于奉献、善于研究。他精通设备、电气、工
艺，掌握了棉纺生产的关键技术。他提出并实施
的棉条扯断机、并条集束器改造、吹吸风机改造
等各类革新项目达 40余项，每年为公司节能创
效达 1000余万元，其中参与的“一种棉纺车间
粗纱机用于改善条干质量的加压加捻机构”获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勇于创新，敢于实践。面对纺纱市场的各种
困难与挑战，他带领广和纺织走出了一条高品
质、高端、精益化之路，连续 3年超额完成公司
利税指标。今年更是用一季度的时间完成了全
年的经营目标，创造利润 86万余元。他是集团
新一代既懂专业技术、又懂企业管理的年轻复
合型人才。

印染分公司经理 刘建伟

多年来，他不忘初心，发扬新时代劳模精
神，累计主持完成技术攻关项目 18 项，实现经
济效益 2347万元；引进了精益管理和“阿米巴”
经营、“TOC”瓶颈管理等管理新模式，单位生产
效率、能耗和一等品率在全行业持续居先进水
平。他主抓的印染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带领的印染技术团队被授予全国工
人先锋号、全国纺织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等称
号，所领导的创新工作室团队被评为市级创新
工作室，进一步提升了集团的社会影响力和行
业竞争力。宁纺入列中国印染行业 30强、成为
全国唯一的国家灯芯绒产品开发基地

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他积极组
织印染分公司复工复产，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以身作则，加紧生产抗疫急需的防
水防渗抗菌医护面料 600多万米，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热电公司经理 杨晓鹏

扎根电厂 16年，他以身作则，以行动践行
初心。从电厂运行初期的设备缺陷大、新工多、
经验少等诸多问题，到 2015年新上 75吨锅炉、
2019 年汽轮机技改……面对一项项充满挑战
的任务，他紧盯一线，统筹部署，攻坚克难，学
习掌握第一手资料，化解运行难题，保证设备
有序运转，保障集团稳定生产。针对电厂设备
维修时间紧、任务重的特点，他打破常规，提前
检修，冲锋一线，组织大家争分夺秒，提前完成
检修任务。

坚持做好电厂疫情防控工作。积极进行疫
情防控再动员、再部署、再强化，做到政策宣传
到位、制度落实到位、排查工作到位、防控措施
到位沟通对接到位、安全稳定到位。周密部署、
落实责任，有序推进各项检修工作。加强机组主
辅设备、热网电网设备的维护，实现重点部位、
重要设备专人专责，加速保障集团复工复产。

6月 17日 -18日，由集团小额
贷款公司主办的“宁纺集团庆祝建

党 100周年戏曲专场演出”在东城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共计 1000
余人次观看了演出。

此次演出特邀请了国家京剧院
王越、北京京剧院康静、湖北京剧院

万晓慧等名角，演绎了京剧经典剧
目《秦香莲》和《遇皇后·打龙袍》，引

来戏迷们的阵阵叫好。 （王媛）

集团举办庆祝建党 100周年
戏曲专场演出

广和 张彦苗 赵 伟 李青航 葛丽颖
棉织 孙玉勤 王志红 杨英哲
印染 李 参 薛西辉 李 松 罗迎建

张中石
奔发 陈永起 李立欣 杜雨洁
宾馆 刘 哲
酒厂 田立暖 李永芳 郭 阳 田新勇
房地产 杨 欣 王 勤 梁 健 赵瑞章

电厂 王 炎 李西周 赵力华 王成林

党史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6月 24日，根据有关规定，经企

业申报、各县市区科技部门考察推
荐和市科技局审核，奔发制衣的“休

闲装研发设计中心”等全市 100家
企业技术机构，获批为邢台市科技
企业研发中心。（战略部 刘瑞宁）

奔发制衣获批
邢台市科技企业研发中心

近日，在河北省职工优秀技术
创新成果交流活动暨创新大赛中，
集团申报的“高性能防化面料生产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获“2020河
北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奖·优秀

奖”。
该创新大赛活动由河北省总工

会、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人社厅

联合组织，共评选出 61 项授奖项
目。 （战略部 刘瑞宁）

集团获 2020河北省职工
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奖优秀奖

何为“万无一失”：指非常有把

握，绝对不会出错或绝对不应该出

错；那“一失万无”呢？是指一个过

失，所有的东西将不复存在。灰飞

烟灭了。“一失万无”点明所有行业

都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安全决定了生产的实际意

义，没有安全企业产值是没有保

障的。对于企业安全应做到例行

勤排查、除隐患、保安全。制定 24

小时监查制度，勤排查、细检验，

力求万无一失。企业要引导员工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督促落实

“五查五严”安全工作，使安全生

产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得到全面

有效的落实。

2021 年 6 月 13 日湖北省十

堰燃气爆炸事故原因，是事发建筑

物在河道上，铺设在负一层河道中

的燃气管道发生泄漏，因建筑物负

一层两侧封堵不通风，泄漏天然气

聚集，并向一楼二楼扩散，达到爆

炸极限后，遇火源引爆。事故造成

25 人死亡、138 人受伤的惨痛后

果。这是一起疏于安全检查造成的

安全事故。因为平时疏于检查，最

终累积成大祸患，酿成一失万无的

悲剧。所以说安全工作“宁可十防

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宁可踏前一步重叠，不可后退

一步出缝隙。对企业安全生产隐

患，不可有丝毫麻痹大意。生命只

有一次。安全问题对于个人关系到

家庭幸福，对于企业关系到发展进

步，对于国家关系到社会稳定。所

以筑牢安全防线，牢固安全意识，

落实安全工作，做到安全保障万无

一失，个人才有幸福生活，企业才

能快速发展。

宁可“万无一失”，不可“一失万无”
□泥坑酒业 王 佩

安全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