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上城华府由物业牵
头，在 A区增设雨棚，进一步方便了
居民生活。

针对居民增多带来的电车、自
行车楼梯间存放、充电难等问题，2
月份起，华府物业在原有的 10个车
棚和 10组电动车充电桩的基础上，

加装了 3个车棚和 6组电动车充电
桩，居民通过扫码或刷卡即可充电。
4月 23日，新加装的车棚与智能充
电桩全部投入使用。同时，他们还在
车棚外围划定了充电区域和停放区
域，规范了居民充电秩序，消除了安
全隐患。 （华府物业 吕娇）

上城华府 A区增设雨棚、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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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维护老客户，积极开发新客户，全年工装客
户订单量增长 40%，完成成品布接单 1438万米，发货
量 1294万米，居印染业务员之首。

印染分公司业务二部经理 陈方

新开发窖香专卖店 8家；打造白瓶单品 600万以
上县、500万以上市场各 1个，400万以上市场 4个；新
增海棠花开经销商 1名。全年完成销售额 5444万元，
同比增长 44.3%。

泥坑酒业渠道营销部副部长 俎江坤

负责的“海棠花开”产品实现销售额 400 万元，
同比增长 200 万元，销售额连续三年以近 1000 万元
的速度递增递增。建立窖香系列产品初步陈列网点
100 余家。

泥坑酒业次高端事业部经理 王建辉

她任劳任怨，主动担当，多次甘做替补队员，解了
班组燃眉之急。她累计提出合理化建议十余条，为提
质降耗作出了贡献。她苦练操作技能，在全年测定中
取得包接合格率 100%的好成绩。全年平均月产达到
190万米以上，质量 99.99%，稳居车间三班首位。

广和乙班细纱挡车工 陈晓

她积极学习，根据品种的变化，掌握每台车的
机械性能，减少了疵布产生，保证各项工作及合同
的顺利完成。做到了全年无休班，以个人总产
405744.2 米、一等折标 204474.2 米的成绩获得布机
挡车工第一名。

棉织织造运转乙班挡车工 靳丽霞

坚持出满勤干满点，在人员减少 25%的情况
下，紧盯机台，同时指导新工或帮工操作，做到了
以一当二。全年完成个人产量 324 .5 万米，质量
合格率 99 .91%，带领的 1# 丝光产质量在本工序
排名第一。

印染丝光工段长 李松

工作严细、负责，5到 8月生产旺季时，每月发货
量都在 70万米以上。他顶着炎炎烈日，核对数据，开
着叉车挑布，每天至少装 5辆车，并认真完成发货登
记，经常忙到深夜。全年实现了生产安排、产品发货数
据零差错。

绒布公司调度员 刘江坤

带领全组完成产量 151万件。同时，帮助车间完成

优衣库 009款订魔术贴 60万个，绗棉 7万件；帮助检

验班组完成成衣检验 30000件，带队加班帮助外协厂

扫条形码工序扫码 38万件。

奔发制衣后道车间包装组组长 滑立涛

出色完成 20 多个外协厂和本厂 12 个班组裁片

和辅料发送，以及烫衬组的日常管理工作。每天认真

核对裁片、辅料数据，全年发送 230个款，产量 188万

件，同比增长 22%，未出现任何差错。

奔发制衣裁剪车间三组组长 裴江红

他是公认的车间操作“全能手”。他极具匠心，为

保护窖泥，坚持小心翼翼扒糟醅。更换胶泥期间，他主

动跳进窖池，连续 60多天坚守岗位，为优质窖池养护

打下良好基础。

泥坑酒业酿造二车间酿造工 黄占辉

勤学苦练，以最短的时间熟练掌握了喷码操作技

术。处处以集体利益为重，毫不保留带徒传技，除做好

本职工作外，坚持主动负责班组管理或到其他岗位补

台，为班组超额完成任务作出了突出贡献。

泥坑酒业成装车间包装工 冯段芳

带领房地产工程部人员，提前 40天完成 6万余
立方米的上城瑞府室外回填土工作，并高标准完成外
墙漆粉刷、室内瓷砖铺贴、外墙干挂石材等装饰装修
工程，以及水电暖、通风、消防、人防等工程。全年降低
施工成本 17万余元，增效 170余万元。

宁纺房地产公司副经理 李云锋

3月 23日，集团收到德国海恩
斯坦研究院颁发的 OEKO-TEX100
生态纺织品 2022年度认证证书，有
效期至 2023年 2月 28日。

本次集团所送样品全部通过 21
项测试，完全符合 OEKO-TEX100
生态纺织品附录六标准条款要求。
经认证的产品符合 REACH法规附

录 XVII的相关要求、美国消费品安
全改进法案 CPSIA中对儿童用品的
总铅含量的要求，同时也符合中国
GB18401:2010国家纺织品产品基本
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本次已是集
团第 12次获得该认证。

（督查室 李雷）

集团获 OEKO-TEX100 生态纺
织品 2022年度认证证书

上城嘉苑物业
认真贯彻集团关于
增收节支的精神，通

过机组人员的共同
努力，2021年度取暖
季较 2020 年同期节
约用电 170440 度，
节省资金 82868元。

上城嘉苑小区
供暖设备起初设计
管道为并联，水流
路线短，提热效率
低，运行成本相对
较高。2021 年，上城

嘉苑机组一班人通
过改造，将管道由
并联改为串联，增
加了管道热交换长
度和提取的热量，
不仅节约了用电，
而且供暖效果非常
明显。（上城嘉苑物
业 刘静）

上城嘉苑物
业供暖期节
约 8万余元

4月 29日，“喜迎二十大、永远
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宁晋县迎五四
各界青年座谈会在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宣读了宁晋县

“新时代青年先锋”、全县两红两优
评选表彰决定，集团团委书记陈素
娟被授予“宁晋县新时代青年先锋”
荣誉称号。

陈素娟荣获
“宁晋县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

去 年 11 月 以
来，印染对前处理灯
芯绒包缝工艺进行

了改进，由 3线包缝
改为 2 线松式包缝
机包缝（1根涤棉线
和 1 根纯棉线），效
果显著。一是包缝线
融入布面中，包缝头
平整，卷轴无压痕；
二是避免了半制品
漂后冷染倒卷包缝，
减少用工 2人，同时
减少了坯耗，提高了

生产效率；三是方便
了操作，避免倒布不
齐跑偏问题。
（印染 黄秋霞

王江浩）

印染改进灯
芯绒包缝工
艺 见 成 效

4月 21日，由邢台市委宣传部、
邢台市文明办组织评选的 2022 年
第一季度“时代新人·邢台好人”结

果揭晓，集团工会主席刘敬通当选
敬业奉献“邢台好人”。

据悉，“时代新人·邢台好人”是

指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身处基层、群众身边的可亲、可近、
可学的优秀个体或群体。凡在邢台

市居住、工作、学习、生活的城乡居
民以及在外地工作的邢台人，均可
被推荐参评。

刘敬通当选“邢台好人”

4月 1日，集团资金结算中心正
式运营。集团资金结算中心的建立，
标志着集团改革创新工作进一步深
入推进。

为适应集团整体发展需要，最

大限度优化配置资金资源，降低资
金风险，激发企业内生动力，集团比
照省内一些先进企业的做法，实施

了这次管理体制变革。结算中心隶
属于集团财务部，设置资金管理、资
金结算、出纳制单和复核等岗位，人
员编制为 6人。业务范围包括统一
管理集团本部及各子公司银行账

户、对外融资、预算控制、资金调剂、
存贷结息等。

（财务 王运起）

集团资金结算中心正式运营

5 月 8 日，印染分公司举办了

“第五届孝道之星表彰大会暨感恩
母亲节活动”。集团董事长苏瑞广、
总经理徐建林、工会主席刘敬通等
领导出席活动并颁奖。

本次表彰的 10 名孝道楷模分
别是：技术中心打样员张雅卓、染色

车间技术员张学敏、练漂车间丝光

挡车工季宏峰、品管部成品检验工
曹晓丽、绒布公司维修工侯拴超、业
务三部内勤闫立双、设备动力部电
工李延杰、染色车间技术员施淼、成
装车间验布工罗淑娟、推进办专员
马博。 （印染 魏文丽）

印染举办
第五届孝道之星表彰活动

5月 15日，第 32个全国爱心助
残日之际，集团由工会、人力资源部

组织，到有关分公司和职工家中，慰
问了 8名在岗残疾职工。

集团开展爱心助残慰问活动

5月 4日，印染
分公司组织举办了
一次别开生面的安
全手抄报大赛。

本次大赛经过
一个月的作品征集，
共收集了职工手抄
报作品 200 余件，涉
及生产操作、危化品
防护、设备运转、食
品安全及家庭安全
用电用火等方面。经
集团安监部和分公
司层层筛选评定，最
终评出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名，三等奖
4名，优秀奖若干名。
其中染色车间曹三

红的三件作品荣获
一等奖。染色、成装
和品管部获优秀组
织奖。
（印染 赵静慈）

印染举办安全
手抄报大赛

最近，广和运转
乙班检查工王亮开
动脑筋，用塑料片制
作的小风叶，对梳棉
机龙头喇叭嘴部位
进行辅助清洁，解决
了长期存在的飞绒
聚集问题，保持了喇
叭嘴周围清洁无物，
有力保证了生条质
量。经试用效果良
好，挡车工清洁周期
由一小时延长至每
班一次，降低了挡车
工劳动强度。
（广和 王友明）

广和检查工
王亮小改小
革 解 难 题

本报讯（督查室 高宁辉）5 月
17日，集团在三楼会议室召开精益
管理项目第一期交流会，总经理徐
建林，深圳 3A企业管理顾问师张
华、蒋红星，棉织、热电、优艾斯、物
管部等精益管理扩面单位有关负责
人参会。

交流会上，3A公司顾问张华老
师就下一步的工作作了详细介绍和
具体部署。

徐建林在会上讲话强调，推行
精益管理，一要调心态，相信精益，
相信辅导老师，就像问医看病一样，
要配合辅导老师的要求和节奏，这
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二要
换角色，管理干部要从领导角色转
换为学生角色，要有知不足的精神，
虚心学习，从头开始，敢于亮丑揭

短，充分暴露自己的问题。三要肯付
出，推行精益管理项目不是轻松的

工作，要想取得成果，需要大家辛苦
的付出。尤其是推行专员这个岗位，
非常关键，一定要让肯奉献、有激
情、有活力的同志担任。四是要结
果，推行精益的目的，不但要有现
场、各项生产指标和效益的提高，更
重要的是要有人的改变。精益的核

心是育人，要通过推行精益管理，使
每一位干部职工，特别是关键岗位
的领导干部，思维方式和观念有一
个明显的转变。

交流会后，3A公司顾问组将利
用一周时间，按计划到各扩面单位
进行专项辅导，帮助他们建立推行
委员会组织架构图，设立推行示范
区和“不要物”放置区，进行 6S 整
理、整顿实施技巧和方法培训，制定
PK小组评价标准和改善提案方式，

总结现存问题点和改善方法，并将
策划实施启动大会等事项。

集团召开精益管理项目第一期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