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督查室 李雷）4月
8－10日，河北方圆认证有限公
司专家组 4 人对集团进行为期
三天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
全、能源管理体系 2022年度监
督审核并予以顺利通过。

因疫情影响，本次审核采取
线上视频方式。审核范围包括
广和、棉织、印染、财务部、总经
理办公室、物管部、人力资源部

等 12 个部门。本次审核，能源

管理体系标准由 ISO5001:2018
换版成 GB/T23331-2020，集团
对《管理手册》等文件作了相应
修改。

这是自集团质量管理体系
1999 年首次通过认证，环境管
理体系 2007 年首次通过认证，

职业健康安全、能源管理体系
2020 年首次通过认证以来，分
别第 23 次、第 16 次、第 3 次通
过审核。

集团通过质量等四体系监督审核

本报讯 5月 3日晚，集团在三楼
会议室召开优秀青年“五四”座谈会，集
团董事长苏瑞广、总经理徐建林出席座
谈会并讲话，希望青年职工志存高远，
奋勇争先，不负青春，不负梦想。

副总经理马辉峰、团委书记陈素
娟、人资部副部长曹彦文参加。陈素娟

主持座谈会。
会上，杨慈、任晓诺、郝乐、王泽、李

素、徐伟、李召、俎江坤、燕鹏、岳进、李

梦伟、李苗、梁健等来自各分（子）公司
的优秀青年代表依次发言，汇报了各自

的工作、学习等情况，并结合工作中的问
题，对企业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苏瑞广、徐建

林分别讲话，对青年职工提出了殷切希
望。

苏瑞广说，宁纺的未来属于你们。

希望你们不负厚望，保持积极向上的心
态，努力工作，奋发有为。特别是要向刘

敬通等老一辈楷模学习，把繁忙的工
作、艰苦的任务当作成长的最好机会，

保持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平凡的
工作中磨练自己，做出应有的成绩，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苏瑞广表示，青年人应该发挥思想
活跃、勤于思考的优势，本着认真负责

的原则，认真思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有利于

集团掌握青年人思想动态，有利于青年

自身成长，也有利于企业发展。

徐建林说，青年强则企业强。当前，
企业面临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艰巨

任务，青年一代大有可为。希望大家一
要锤炼吃苦精神，像老一辈创业者那
样，甘于吃苦，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
长。二要锤炼奉献精神，要全身心投入

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争当“四不”创
业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者。三要锤炼争
先精神，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激情、争

创一流的精气神，争创优秀业绩。四要
锤炼学习精神，把学习当作终身任务，

立足岗位，学习不辍，掌握过硬本领，丰
富自己、强大自己，为宁纺发展贡献青

春力量。

集团召开优秀青年“五四”座谈会

本报讯 （上城嘉苑 刘静）
日前，全国妇联宣传部下发了
《关于加强建设全国文明实践巾
帼志愿“阳光站”的通知》，公布
了 2021年新建成的 118 个全国
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站”名
单，全省共有 3 地入选，上城嘉

苑社区的巾帼志愿“阳光站”榜
上有名。

据悉，为进一步巩固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不断深化“我为妇
女群众办实事”活动，2021年全
国妇联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志愿
服务促进中心共同开展了全国
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行动，在
各地申报的基础上，新建了 118
个全国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
站”。

上城嘉苑社区上榜全国文明
实践巾帼志愿“阳光站”名单

本报讯 日前，河北省慈善

总会表彰名单出炉，集团荣获
2021年度“河北省慈善企业”荣

誉称号。这是继 2020年后，集团
再次获此殊荣。

另外，4月 29日，宁晋县统
一战线暨宗教工作会议在县政

务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宣

读了表彰决定，授予宁纺集团等
10家企业 2021年度“公益慈善
明星企业”荣誉称号，并颁发了
奖牌。集团党委副书记王翠彬代
表集团参会并在会上作典型发
言。

集团荣获河北省慈善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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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3月 15日《邢台日报》三
版刊登《宁晋：智能化撬动酿造
项目升级》。

★3月 20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泥坑酒业智能化白酒酿造
生产线建设项目入选省级名单》。

★3月 23日《中国纺织报》
一版刊登《21家河北纺企拟入选
首批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月 30 日《宁晋报》一版
刊登《我县 26家企业入选省级
“专精特新”》，二版刊登《凤凰镇
五家企业入选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名单》《泥坑酒业智能化白
酒酿造生产线建设项目入选省级
名单》。

★4月 7日《邢台日报》四版

刊登《宁晋：加快推进县域特色
产业提质升级》。

★4月 8日《宁晋报》一版刊
登《上城嘉苑上榜全国文明实践
巾帼志愿“阳光站”名单》。

★4月 11 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宁纺集团印染分公司消防
演练图片新闻。

★4月 13日《中国纺织报》
一版刊登《纺织复苏遭遇“倒春
寒”》。

★4月 16日《河北工人报》
二版刊登《宁晋县泥坑酒智能化
酿造项目快速推进》。

★4月 18 日《宁晋报》一版
刊登《“党课开讲啦”我县举行支
部书记讲党课启动仪式》。

媒体看宁纺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4月 15日，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苏瑞广应宁晋县直
工委邀请，参加在奔发会议室举办的“党

课开讲啦”书记讲党课
启动仪式，并为县直单
位讲了一堂精彩的党
课。

苏瑞广以《党的伟

大精神鼓舞我们勇毅
前行》为题，结合自己

60 多年的创业经历和
宁纺近 50年的发展史
中的典型事件、典型人

物，讲述了自己对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大
庆精神、长征精神、雷
锋精神等精神内涵的
切身体会和理解。

苏瑞广说，党的伟大精神是鼓舞我
们勇毅前行的强大动力。宁纺发展壮大，
同样离不开党的伟大精神的支撑———

回想建厂之初，一穷二白，企业深入

开展“学大庆、学铁人”活动，把大庆人的
“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作为信条，锤炼出

了“工作不论环境优劣，劳动不计报酬多
少，生活不讲条件好坏，创业不畏困难大

小”的“四不”创业精神，企业一步步发展
壮大。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
想想革命老前辈。”1983年，我们发扬长
征精神，顶着压力上马割染、冒着酷暑靠

人拉肩扛完成企业搬迁，为企业发展奠
定了基础。

宁纺“活雷锋”、共产党员刘敬通干
一行、爱一行，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

报酬，干工作不分份内份外，多次让住房
和晋级指标，带动宁纺涌现出了一大批
优秀的党员和干部职工。

……

所有这些，充分说明了伟大精神的
巨大力量。

苏瑞广还阐述了宁纺“十选十不选”

用人理念和干部管理“双十条”等内容。
精彩的讲课赢得了一次次热烈掌声。

县直工委书记赵国谦主持仪式，并
在讲课结束后说，苏瑞广结合 60 年的
创业史，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他所讲的宁纺创业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涌现出的一个个感人的先进模范人物
事迹，探索总结的“十选十不选”等党建
工作经验，都非常值得我们大家认真学
习借鉴，同时给书记讲党课活动开了一
个好头。

市直工委副书记刘增军等领导，县
直各单位党建主管 40多人听讲。

讲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泥坑酒文化产业园。

苏瑞广应邀为县直单位讲党课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4月 29日，宁

晋劳动公园开园暨首届宁晋工匠表彰、
《宁晋劳模风采录》赠阅仪式在县体育公

园举行，邢台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达占文，副主席贾少国，县委书记王

涛，县长刘志奇，县委副书记石克栋等领
导出席。王涛宣布公园开园，刘志奇讲

话，石克栋主持仪式。全国劳模、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苏瑞广代表劳模发言。
王涛在仪式上讲话指出，近年来，宁

晋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已经形成了多种
特色产业。这是全县人民共同奋斗的结
果，特别是苏瑞广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发
挥了重要的榜样引领作用。今年，我们提

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全县各行各业都要
向苏瑞广等楷模学习，扎实工作，忘我奉

献，建功新时代，逐梦新征程。
苏瑞广在发言中说，长期以来，党和

政府不仅高度评价劳模在社会发展中的
突出作用，而且十分关心劳模的工作、生

活和学习。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和市、县
总工会经常组织劳模座谈、劳模事迹宣
传和劳模慰问救助等活动，把关爱送到

了劳模的心坎上。正是这份沉甸甸的关
爱，激励着我们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持

续奋斗、再立新功。今年，县委、县政府响
亮地提出了“三年工作一年干”的口号，

“当好邢台领头羊、争创河北十强县”的
奋斗目标，使全县人民深受鼓舞。我们一

定要不负厚望，

以“我为宁晋添
文明，宁晋因我

而美丽”的责任
感，继续发扬劳
模精神，为建设
经济强县美丽
宁晋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在工匠表
彰环节，对邢台
工匠刘振江和
首次评选出的
王密哲等 20名

宁晋工匠进行
了表彰，并播放

了宁晋工匠事
迹宣传片。

赠阅仪式
上，市总工会和
县领导向劳模
代表赠送了《中
国梦·劳动美
劳模风采录》。

仪式结束
后，与会领导和劳模、工匠代表一起参观
了劳动公园。

劳动公园位于县体育公园西南侧区
域（石坊路与安宁大街交叉口）。公园占

地 30 亩，分南北“两带（南北两条道路
带）四区（宁晋劳模区，全国劳模区，工

匠、工运知识区，宁晋产业区）一主题（劳
动公园主题广场）31点位”。其中，劳模展

示区展出了 41名县级以上劳模事迹，集
团苏瑞广、徐建林、刘敬通、马辉峰、郭香

巧、颜军锋、朱立宁、豆朝辉等 8 名劳模
事迹入展。

县劳动公园开园

苏瑞广等集团 8名劳模事迹入展劳动公园
本报讯 4月 27日，省科技

厅公布了 2022年第一批拟入库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全市

共有 21家企业入列，其中宁晋
县 7 家，集团鼎瓷电子、汉唐宏

远名列其中。

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能够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也是申报相关政府项目资金支
持的必备条件，同时也体现了企
业的市场发展竞争力、品牌知名

度与行业影响力。

鼎瓷电子、汉唐宏远进入拟入
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塔吊旋转、机器穿梭、绑扎钢筋、安装模

板……5月 1日，泥坑酒智能化酿造项目施工
现场呈现一派忙碌景象。河北宁茂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 100余名建设者坚守工作岗位，加
班加点奋战在施工第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

设进度，以行动谱写动人的“劳动者之歌”。
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田子建正在

安装模板，脸上流下的汗水打湿了他的上衣。
“现在项目工期很紧，工人们都干劲十足，一
天都舍不得耽搁。劳动节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也是展现我们匠人匠心的节日，我们一定要
把工程建好！”田子建说，自去年 10月开工以
来，他就每日坚守在这里。
“五一假期，智能化酿造项目建设‘不打

烊’，趁着施工建设的黄金季节，全力推进项
目早建成早见效。目前，该项目的办公区二层

已基本完成功能区砌砖分割，操作区已完成
6.5米板梁浇筑，窖池区钢构开始施工。”宁晋
县泥坑酒业总经理马辉峰介绍说。

据了解，宁晋县智能化酿造项目是省农
业产业化重点项目，总投资 1.14余亿元，总建
筑面积 1.93万平方米，包含 432口容积为 27
立方的窖池，将新上 4条智能化白酒酿造生
产线及其配套设施。预计 2023年 9月投产运
行，届时可提高泥坑原酒产量 260%左右，同

时有效带动县域及周边 2000 余户种植户酿
酒高粱和软质小麦种植业的发展，推动农业

产业化结构升级。
（原载 5月 4日《邢台日报》，记者孙建

伟、通讯员李三虎、刘子欣）

宁晋县智能化酿造项目

力推项目早建成争分夺秒促发展

疫情反复冲击，纺织行业深受其

害。然而，从 5月 9日的集团经营汇报
会上获悉，棉织分公司前 4个月却实现
了产销两旺。他们成功的“法宝”是什
么？日前，笔者进行了实地采访。

棉织分公司车间内布浪翻滚，一派
繁忙。“这样的场景来之不易啊！”分公
司常务副经理胡立朝颇有感慨地说，前

几年，90%以上的订单要靠集团下游企
业，生产很不饱满，也没有拳头产品。去
年上半年，他们开始开发客户，那段时

间，经理陈素娟和他跑遍了石家庄、藁
城、深泽、河南、山西等印染企业，并积

极参加柯桥等地的展会，内衣、口袋布、
帽子布……生怕漏掉一个客户。就这
样，发展了十几家客户，解决了“温饱”
问题。

吃饱还要吃好。副经理郭占强介

绍，去年 11月，集团充实了棉织业务力
量。他们按照集团“产品高端化”的要
求，以特殊纤维、功能性面料客户为方
向，与多家国内一流染厂展开合作。现
在，生产品种由 120多个聚焦到二三十
个，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已达 70%以上，
平均接单价格翻了一番。棉织业务部副
经理孙青说，他们通过“走出去”和比质

比价，淘汰了七八家劣质棉纱供应商，
（下转第三版）

他们，挑战更高目标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工信
厅发布了第二批 1110家重点产
业链供应链企业“白名单”。鼎瓷

电子、优艾斯电器、欧凯纺织、宁
纺塑业、东城能源等企业入列。

5月初，省工信厅发布了河
北省首批 1988家重点产业链供
应链企业“白名单”，集团公司和
奔发制衣、广和纺织、优科斯橡
胶、泥坑酒业、汉唐宏远入列。至

此，集团全部生产企业均已进入
“白名单”之列。

对纳入“白名单”的企业，优

先办理《河北省重点物资运输车
辆通行证》，同时全力做好“白名

单”企业煤电油气运及用工、资
金等生产要素保障，解决关键原

辅材料和配套零部件供应、员工
到岗生产、物资运输、要素保障
等突出问题。

集团生产企业全部入列省重
点产业链企业“白名单”

与会领导和劳模、工匠代表一起参观劳动公园（前左为苏瑞广，前左二为王涛）。

□记者 侯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