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房地产 梁健）3月
15日，宁晋县物业服务行业协会
成立大会在县政务中心二楼会
议室举行。县委副书记石克栋，

县领导孙晓磊、王志辉，市物业

协会负责人出席会议，“九红物
业”创建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

40家会员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宁晋县物

业服务行业协会章程》《宁晋县

物业行业协会会费收缴和管理
办法》，选举产生了协会第一届
理事单位和会长、副会长等。宁

纺物业公司当选为理事单位，集

团副总、房地产公司经理、宁纺
物业公司经理刘彦辉出席会议
并当选为协会首届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

宁晋县物业服务行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战略发展部 刘瑞宁）3月 1
日，由中国印染行业协会会长、教授级高
工陈志华任组长的专家组，在集团三楼

会议室对集团此前申报的科技计划项目
“高品质灯芯绒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及产
业化应用”和“印染污水深度治理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进行了评价。经过现场审

核、质询讨论等环节，专家组认定两个科
技项目整体技术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建议在行业内大力推广。
针对灯芯绒织物刷绒、烧毛、固色等

关键问题，“高品质灯芯绒清洁生产关键
技术及产业化应用”项目研发形成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飞绒回收、烟气净化

和仿色织结构设计技术，提高了活性染
料固色率，减少了污染物排放。该项目在

研期间，共发表论文 3篇，获得实用新型
专利 4 件、外观设计专利 4件，形成国家
标准 1 项、行业标准 2 项。

针对目前污水厂污水成分复杂、有

机物含量高、色度大、排放要求高等难
题，“印染污水深度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项目实施了污水分质处理，确定了

“生化为主、物化为辅”的污水治理方案，
优化提高了各单元运行效率，研发形成

了印染高浓度污水处理工艺和污泥脱水

浓缩循环利用方法，COD年均生化去除
率由 87.8%提高至 93.9%。该项目在研期
间，共发表论文 2篇，获得发明专利 2件、

实用新型专利 3件，形成团体标准 1项。

此前，集团公司、汉唐宏远 4项科技
成果通过省科技厅评价。其中，集团公司

“耐酸碱防溶剂涤棉工装面料的加工技
术”“碳纤维涤棉交织耐久防静电面料的
加工方法”，汉唐宏远“废 SCR脱硝催化
剂再生技术开发与应用”技术被认定为
国内领先水平，汉唐宏远“废 SCR 脱硝
催化剂自动吹灰装置研发与应用”技术

被认定为国内先进水平。

集团两项科技成果通过评价
均被认定为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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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1月 19日《宁晋报》二版刊登《东
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揭牌》。

★1月 21日《宁晋报》二版刊登《宁纺
集团：明确发展新思路 聚焦赶超新目标》。

★2月 14日《宁晋报》二版刊登《宁
纺集团：起步就是冲刺 开局就是决战》。

★2月 16日《宁晋报》一版刊登《黄
胜坤荣膺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

★2月 19日《河北工人报》一版、四
版刊登《破译面料编织工艺的“福尔摩
斯”》。

★2月 23日《宁晋报》一版刊登《泥
坑酒业吹响项目建设冲锋号》图片新闻。

★2月 28日《宁晋报》二版刊登东城
社区免费为 60岁以上老人体检图片新闻
和《上城嘉苑社区让“小社区”做好“大就
业”》。

★3月 2日《宁晋报》二版刊登《宁纺
集团上城悦府喜获河北省优质工程奖》。

★3月 11日《宁晋报》二版刊登《上
城嘉苑社区迎“三八”妇女节关爱女性送
健康》。

★3 月 14 日《宁晋报》三版刊登《12
名劳模工匠纳入县管优秀专家》。

★3月 16日《宁晋报》二版刊登《泥
坑酒业上榜河北省酒的制造业品牌影响
力企业》。

★3月 18日《宁晋报》二版刊登《上
城嘉苑社区开展“爱的家园·一起呵护”主
题教育活动》。

★3月 21日《河北日报》七版刊登宁
纺东城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图片新闻。

★3月 28日《宁晋报》二版刊登《泥
坑酒业获评邢台市诚信经营满意消费创
建示范单位》。

媒体看宁纺

闲者多庸，劳者多能。欲扛大活、长

大才、担大任，还得勤劳作，多付出心血

和汗水。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

清人徐荣《劝民》诗有云：“闲也过

一日，劳也过一日。不见闲人精力长，但

见劳人筋骨实。”这首诗告诉我们，没见

过清闲安逸的人精力增长，只见勤劳干

事的人筋骨壮实。诗的道理很浅显，“闲

则心乱，百病丛生；忙则心静，百病平

息。”“劳动之于提高才能的关系，就像

食物之于人体的关系”。“劳”与“不劳”

“多劳”和“少劳”，是影响一个人能力强

弱和作为大小的关键因素。欲成大事业

者，尤需心无旁骛，勤于耕耘。只有让自

己忙起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提升自

己，才能经风雨、壮筋骨，可堪大用、建

功立业。

汗水书写传奇，拼搏成就梦想，没

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不结“千层茧”，

难长“冲天翅”；历得风霜傲，才闻扑鼻

香。不怕劳作，多些辛苦付出，才能身强

力壮、高歌猛进，成为劲草真金，成就出

彩人生。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

伟男。正如孟子所言：“故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宋代陆游写有《苦笋》一诗，也表达

了“劳人多磨炼、宜成才”的深意。诗中

写道：“藜藿盘中忽眼明，骈头脱襁白玉

婴。极知耿介种性别，苦节乃与生俱生。

我见魏徴殊媚妩，约束儿童勿多取。人

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雨。”事实

证明，人才不是轻易就能培养出来的，

必须放手让他们接受历练、经受锻炼。

那些安闲、懒惰、恶劳之人，经受不住风

雨磨砺，自然壮实不了筋骨，也长不成

参天大树。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细数古今“风

流人物”，无不是生于磨难、勤于劳作之

人。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

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

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些

人的成长经历表明，底层的砥砺、艰苦

的劳作、丰富的实践，能够使人精神、意

志和能力得到全方位淬火，进而丰富见

识、丰厚底蕴，脱颖而出、有所作为。如

果一味贪图安逸，怕苦怕累怕担当，不

仅身体虚弱不堪，还可能一事无成。

劳动创造成绩，劳人风采无限。虎

年年初上演的几场体育盛事同样告诉

我们，没有顽强拼搏，就没有一次次逆

风翻盘；没有一遍遍咬牙坚持，也不可

能笑到最后。中国短道速滑队运动员在

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 2000米接力赛中

不畏强手、团结一心，勇夺桂冠。他们的

荣誉，是艰苦训练得来的。正如队员范

可新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每天都

是拼的状态，大家下冰嗓子里都带血

的。”还有不久前，中国女足战胜韩国

队，夺得亚洲杯冠军。她们的成功，是靠

敢于拼搏、永不放弃得来的。体育健儿

们的故事生动诠释：哪有什么一战成

名，其实都是百炼成钢。唯有不辞辛苦、

不怕艰难，日日劳作、长期训练，才能战

胜对手，赢得胜利。

四时相催不肯迟，脚踏实地不停

歇。奋进在新的征程上，无论是强身健

体，还是成就事业，都需要精进不止，甘

当“劳人”。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任

何成长进步都须远离安闲、舒适、懒惰。

新的岁月，当知重负重、苦干实干，以虎

虎生威的雄风、生龙活虎的干劲、气吞

万里如虎的精神，勇于担苦、担难、担

重、担险，补足新的“钙质”，创造新的佳

绩。

但见劳人筋骨实
新语

本报讯（印染 颜军锋）2月
24 日，2022 中国国际面料设计
大赛暨第 47届（2023春夏）中国

流行面料入围评审结果揭晓，集
团开发的防水整理 21条和 6条
灯芯绒两款面料获“中国流行面
料优秀奖”。同时，集团被评为

“2023春夏中国流行面料入围企
业”。

2022 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

赛暨第 47届（2023春夏）中国流
行面料入围评审会于 1月 18日
在北京中国电影导演中心举行，

共有 464家优秀纺织企业参与，
4200余块面料参评。

集团自 2006 年始连年获评
中国流行面料入围企业，迄今累

计已有 41款面料入围中国流行
面料。

集团两款面料
获中国流行面料优秀奖

本报讯（财务 王运起）日
前，在邢台市 2021年度纳税百强

企业评比中，集团荣获“邢台市纳

税百强企业”称号，居第 41位。

集团荣获 2021年度
邢台市纳税百强企业称号

本报讯（战略发展部 刘瑞

宁）2021年 12月 25日，由集团
作为牵头单位与河北科技大学、

圣雪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申报的“抗渗阻菌防穿透医用防
护面料生产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荣获全国商业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这是集团首次获得这一
奖项。

“全国商业科技进步奖”是

“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的奖项之一，由国家科技部、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
准设立。2021年度共评出全国商
业科技进步奖 555项，其中特等
奖 19项，一等奖 131项，二等奖
173项，三等奖 232项。

集团一项目
获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本报讯（泥坑酒业 史

同凯）3 月 22 日至 24 日，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对
拟认定的 120 个 2022 年
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
进行了公示，集团泥坑酒
业智能化白酒酿造生产线
建设项目在公示名单之
列。

智能化白酒酿造生产
线建设项目位于泥坑酒业
酿 造 车 间 东 侧 ， 占 地
14265 平方米 , 建筑面积
19373平方米,计划总投资
1.15 亿元。该项目包含
432 个容积为 27 立方米
的窖池、4 条智能化酿造
生产线和全自动化拌料机

等设备。据了解，该项目最
大亮点是智能化装甑机器
人和信息控制中心。其中，
智能化装甑机器人采用国
内最先进的红外线感应智

能机器人，它模仿传统的
探气上甑技艺，使装甑达

到“轻松准薄匀平”的标
准。信息控制中心能够智
能化检测每一项操作指令
是否执行到位，并给予即
时调整。

该项目于去年 10月 1
日开工建设，预计明年 9
月完工。今年年底前，计划
完成投资 6000 万元的智
能化酿造车间 1.5 万平方
米厂房建设、设备招标和
216 个窖池新建工作。项
目投产后，可提高原酒产
量 260%，增加贮存能力
50%。

2022年省级农业产业
化重点项目名单是按照
《河北省农业产业化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年河北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
知》要求，经市县级推荐、
省级审核和专家评审等程

序产生的，其中宁晋县有
2个。

泥坑酒业智能化酿造项目被列为省级重点项目

本报讯（房地产 曹晓博）1
月，宁纺地产开发的上城悦府
（上城华府 C区）9号、10号住宅
楼双双荣获 2021年度河北省安
济杯奖（省优质工程）。

宁纺地产开发的楼盘曾多
次获奖。其中上城御府获评
2017～2018 年度全国最佳生态

宜居典范楼盘，上城悦府项目 3
号、8号、9号、10号楼获评 2018
年度河北省结构优质工程奖，3
号、9号楼获评 2020年度石家庄
“兴石杯”（市优）工程，3号楼获
评河北省安济杯奖（省优质工
程），10号楼获评 2021年度邢台
市金牛杯奖（市优工程）。

上城悦府
荣获河北省优质工程奖

本报讯 2 月 8 日上午，宁

晋县三级干部大会在县政务服
务中心召开。会议宣读了县委、

县政府《关于表彰 2021 年度经
济社会发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的决定》，对 2021 年度为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
表彰。集团被授予“纳税骨干企

业”“安全生产先进企业”称号。
总经理徐建林参加会议并上台
领奖。

集团荣获县“纳税骨干企业”
“安全生产先进企业”称号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工信
厅印发《关于公布 2022年第一
批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及部分更名企业名单的通知》
（冀工信企业函〔2022〕122号），
正式公布 2022 年第一批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团子公

司广和纺织公司、奔发制衣公

司，合资企业优科斯橡胶公司等
3家企业入选。

至此，集团已有 6家企业入
选省级“专精特新”。此前，汉唐

宏远、泥坑酒业和优艾斯电器已
分别于 2020年、2021年入选。

集团 3家企业入选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月 日拍摄的泥坑酒业智能化白酒酿造生产线建设项目施工现场。 史同凯 摄

本报讯（督查室 高宁辉）2月 28日，

集团在三楼会议室召开精益管理推行启
动说明会。集团总经理徐建林，深圳 3A
企业管理顾问师李晓军、张华、王平平，
棉织、热电、优艾斯、物管部等扩面单位

主要领导、相关负责人参会。
为进一步促进管理水平提升，集团

决定，在印染分公司精益管理取得阶段
性成效的基础上，今年由督查室牵头，启
动精益管理扩面工作，并确定了棉织等 4
个扩面单位。

启动会后，3A公司顾问组利用一周

的时间，到有关单位进行工厂管理问题
查找和初步诊断。3月 5日，相关人员在
集团三楼会议室召开诊断总结会，由 3A
公司顾问组对所排查的问题进行逐一剖
析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启动和诊断总结会上，徐建林就搞

好精益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一要
充分认识精益管理对提升公司效能、消
除浪费、增收节支乃至企业生存发展的
重要意义，积极配合并全力搞好推进工

作。二要敢于揭短亮丑，在改进工作中有

“知不足，不知足”的精神。三要以消除浪
费、降低成本、创造价值、提高效率、提升

效益为总目标，重点在 6S 基础、效率提
升、质量提升、成本压降等方面发力，做

到重点突出、事半功倍。
日前 3A 顾问组已正式出具诊断报

告，各相关单位正据此进行认真学习讨
论并初步整改。3月 31日，集团与 3A公
司正式签订合同，精益管理推行工作将
于 5月份正式投入运行。

集团精益管理扩面工作启动
棉织、热电、优艾斯、物管四单位将推行精益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