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4日下午，仁美物业在宁
纺职工俱乐部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趣味安全运动会。

运动会共包括六个项目，分别

是穿越火线、搭桥过河、快乐传真、
火场抛物和火场水桶障碍灭火。比

赛现场，呐喊声、欢笑声不断，在紧

张的比赛中，大家潜移默化地增强
了安全意识，学到了安全知识。

保卫科、电工维修班，绿化班、

办公室，清洁甲、乙班分别获得了一
二三等奖。 （仁美物业 张立彦）

仁美物业举办趣味安全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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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落实地方党委安全生产责

任

各级地方党委必须自觉承担起促
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牢固

树立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观
念。组织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地方党的领导
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严格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党委
主要负责人要立即主持党委常委会分
析形势，研究安全生产监管重大问题，
真正抓扎实抓出成效。

二、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责

任

各级政府要把安全发展理念落实
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政府主
要负责人要根据地方党委会的要求，及

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提出有效的办
法。各级安委会要创造条件，实现实体
化运行，滚动排查隐患，主动协调跨地
区跨区域安全工作。其他领导干部要分

工把关，严格履职，切实抓好分管的工
作。

三、严格落实部门安全监管责任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依法依规抓紧编制安全生产权力和
责任清单。对职能交叉和新业态新风
险，按照“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
头、谁靠近谁牵头”的原则，及时明确责
任。对危化品、道路交通等环节多的，有

关部门链条监管。对关系安全生产，但
是已经下放的事项，要实事求是开展一

次评估，那些基层接不住、监管跟不上
的要及时纠正，必要的要收回来。应急

部门要理直气壮履行安全办公室的职
责，促进各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各地方

各部门有关企业可以提出一批有利于
提升安全水平的项目，抓紧上报审批，
有利于长期的发展。

四、严肃追究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

党中央明确要求，对不履行职责造

成较大以上事故的，既要追究直接责

任，而且要上追一层，追究到党委政府

领导的责任、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特

别是重特大事故，要追究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的责任。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没
有采取有效措施甚至放任不管的，要依
法追究各级的责任，可能会追究到县、

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严格履行

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企业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实际

负责人，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
人的责任，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全面
负责。对故意增加管理层级，层层推卸
责任、设置追责“防火墙”的，发生重特

大事故要直接追究集团公司主要负责
人、分管负责人的责任。要严格落实重

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矿长带班下
井等制度规定，对弄虚作假、搞“挂名矿

长”逃避安全责任的，依法追究企业实
际控制人的责任。对发生重特大事故负
有主要责任的，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
时，明确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单位主要
负责人。

六、深入扎实开展全国安全生产大

检查

国务院安委会立即组织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各有关部门、有关地区要
全面深入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列出清
单、明确要求、压实责任、限期整改，坚

决防止隐患演变为特大事故。要牢牢盯
守矿山、危化品、民航、道路、水上交通、

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
特别是对可能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风
险，由省市级安委会和中央企业总部挂
名督办，对拒不整改的，要采取追究刑
责等坚决果断的措施。要统筹疫情防控

和公共安全，对商场、影院、医院、养老
院、学校、幼儿园和高层建筑等人员密
集场所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立
即责令整改。对整改不认真、未列入清

单、经查实属于重大隐患的，要当作事
故对待，引发事故的更要从严从重追究
责任。

七、牢牢守住项目审批安全红线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建立完善安
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严把项目审批

安全关。传统产业转移要符合国家产业
发展规划和地方规划，严格执行国家各
行业的规范标准，严格安全监管，坚决

淘汰落后产能。化工产业转移集中承接
地省级政府要列出重点项目清单，组织

市县集中检查，不达安全标准的不能上
马和开工，已经运行的坚决整改。对地

方政府违规审批、强行上马的不达标项
目，造成事故的要终身追责。

八、严厉查处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

资质行为

要立即采取行动，对高危行业违法

分包转包行为，严肃追究发包方、承包
方法律责任，坚持“谁的资质谁负责、谁
挂的牌子谁负责”，对发生安全事故的

要严格追究责任。国企央企要发挥表率
作用，国企总部、央企总部要建立专业
化技术管理团队，加强对下属企业的指
导监督考核和奖惩，不具备条件的不得

盲目承接相关业务。
九、切实加强派遣劳工派遣和灵活

用工人员安全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要将接受其作业指
令的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
本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统一管理，

履行安全生产保障责任。危险岗位要严
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未经安全知
识培训合格的不能上岗。对劳务派遣用

工和灵活用工人员数量较多的行业领
域，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重点加强安全
监管，对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不到位的责令限期整改。中央企业、地

方国有企业要带头减少危险作业领域
灵活用工人员，但不能以安全生产为名
辞退农民工，要提高工人安全素质，提
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十、重拳出击开展“打非治违”

有关部门、地区要精心组织开展
“打非治违”专项活动，并对重点地区进
行集中整治，对矿山违法、油气管道乱
挖乱钻、客车、客船和危化品非法运营
等各种典型非法违纪行为，依法精准采
取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追究

法律责任等执法措施。狠抓一批违法违
规行为和事故的处理。深挖严打违法行
为背后的“保护伞”。

十一、坚决整治执法检查宽松软问

题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要理直气壮，紧

盯各类违法行为不放，督促企业彻底整
改。强化精准执法，按照省市县三级执

法管理权限，确定各级管辖企业名单，
明确重点检查企业和重点执法事项，突

出对典型事故暴露出的严重违法行为，
举一反三加强执法检查。强化专业执
法，组织专家参与执法过程，解决安全

检查查不出问题的难题。创新监管执法
方式，大力推行异地交叉检查，充分利

用在线远程巡查、用水用电监测、电子

封条等信息化手段，及时发现违法盗

采、冒险作业等行为，对关停的矿山要

停止供电，派人现场盯守或巡查，严防
明停暗采。

十二、要加强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建

设

针对安全生产执法队伍“人少质
弱”的实际，各地要按照不同安全风险
等级企业数量，配齐建强市县两级监管
执法队伍，确保有足够力量承担安全生
产监管执法任务，不得层层转移下放执
法责任。加强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配

强领导班子、充实专业干部、培养执法

骨干力量，加强专业执法装备配备，健
全经费保障机制，尽快提高执法专业能
力和保障水平。

十三、重赏重奖激励安全生产隐患

举报

要拓宽举报宣传渠道，鼓励社会公

众通过市民热线、部门举报热线和网站
来信来访等多种方式，对重大风险隐患
违法行为进行举报。用好“吹哨人”制

度，鼓励企业内部中职工举报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要及时处理举报，依法保护举报
人，不得私自泄露有关个人信息；根据

风险程度落实举报奖励，对报告重大安
全风险、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实行重奖。

十四、严肃查处瞒报、谎报、迟报、

漏报事故的行为

严格落实事故直报制度，生产安全

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的，
对直接责任人和负有管理和领导责任
的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从严追究责任。对

初步认定的瞒报事故，一律由上级安委
会挂牌督办，必要时提级调查。

十五、统筹做好经济发展、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从当前形势看，做好这三项工作
是一个整体，头脑要冷静，不能单打，

要注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提倡互相
协作，相互尊重，齐心合力，共同解决

好面对的复杂问题。各级监管部门要
注意从实际出发，处理好“红灯”“绿

灯”“黄灯”之间的关系，使得各项工
作协调有序推进，引导形成良好市场
预期。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握好政策基
调，做到稳中求进，善于“弹钢琴”，高
质量统筹做好各方面工作，真正体现

党的执政能力水平，让党中央放心，
让全国人民放心。

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
编者按：3月 31日，全国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

议部署了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的 15条措施。现将这 15条措施刊

登如下，供大家学习并用于指导我

们的安全生产工作。

根据工会工作需要，4月 9 日集团
对工会组织机构及人员进行了调整。调
整后的工会组织机构及人员名单如下：

一、集团工会委员会

主 席 刘敬通
常务副主席 张志勇
副 主 席 张艳辉 黄慧荣
委 员 李风存 孙 青

刘 伟 王旭光
杜雨洁 孟祥权
马秋燕 李拴强
侯立山 杨丽晋
徐龙青 陶宏伟

工会下设办公室，黄慧荣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侯立山、杨丽晋同志任办
公室副主任。

二、各部室、分公司分会

（一）后勤部室、合资企业分会

主 席 黄慧荣（兼）
副主席 杨丽晋 侯立山
委 员 王 凡 温春雷

翟彦荣 任世儒
李 默 陈志芬

（二）广和纺织分会

主 席 李风存
委 员 王密哲 王友明
（三）棉织分会

主 席 孙 青
副主席 雷少兰
委 员 孔慧苗 张爱虎

张 丽
（四）印染分会

主 席 刘 伟
副主席 唐 丽
委 员 尚维欣 张孝宁
（五）奔发制衣分会

主 席 杜雨洁
委 员 黄照西 孙鹏飞

徐 伟 陈永起
（六）东城能源分会

主 席 马秋燕
委 员 张立云 范雪猛
（七）凤来仪酒业工会

主 席 张艳辉（兼）
副主席 李晓娜
委 员 牛献娇 赵英全

李双丽 赵 勤
赵士鹏

（八）房地产分会

主 席 孟祥权
委 员 陈雪云 郭卫群

姜 玉 徐建满
赵建英

（九）社区、宾馆分会

主 席 陶宏伟
副主席 郭 静
委 员 李 苗 张瑞欣

曹样蕊
（十）绒布分会

主 席 王旭光
委 员 刘江坤 骆 如
（十一）优艾斯分会

主 席 徐龙青
委 员 韩 策 张 雪
三、工会各专门委员会

（一）经费审查委员会

主 任 张艳辉（兼）
委 员 李拴强 李 雷
（二）女职工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黄慧荣（兼）

委 员 杨丽晋 翟彦荣
马秋燕

（三）民主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张志勇（兼）
副主任 曹彦文
委 员 王志山 侯立山

马秋燕（职工监事）

（四）劳动调解、劳动安全委员会

主 任 张志勇（兼）
副主任 曹彦文 郑建伟
委 员 李 雷 张润爽

赵聚朋
（五）劳动竞赛、职工创新委员会

主 任 张志勇（兼）

委 员 颜军峰 赵登秋
刘瑞宁 侯立山

（六）职工教育培训委员会

主 任 张艳辉（兼）

副主任 曹彦文
委 员 赵占林 李晓娜

王 凡
（七）文化宣传委员会

主 任 黄慧荣（兼）

副主任 李晓娜
委 员 侯立山 刘丽莹
（八）困难帮扶委员会

主 任 张志勇（兼）

副主任 沈立忠
委 员 曹彦文 王运起

张云霞
（九）离退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段翠池
副主任 曹素红 王俊果
（十）红白理事会

会 长 王翠彬
副会长 巨鸣九
成 员 张建波 王俊果

陶宏伟 张志勇

集团工会组织机构及人员名单

3月 29日，经全国标准样品技
术委员会批准，集团加入首届纺织
标准样品工作组，参与纺织行业（含

纺织和服装，不包括纺织加工前的
天然纤维）标准样品的研复制及相
关研究工作。

该工作组由来自纺织原料、纱

线、织物、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
品、检测仪器等企业以及检测机构、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单

位的 70位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秘书处设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
织工业科学技术发展中心，中国纺

联科技发展部孙锡敏任组长。

这是继 2020 年 9 月 28 日集团
加入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印染制品分技术委员会之后，获准

加入的又一国家标准化组织。

（战略发展部 刘瑞宁）

集团加入全国标准样品技术委
员会纺织标准样品工作组

4月 24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布 2022年第 10号公告，共批
准发布 555 项行业标准、11 项行业
标准外文版和 79项行业标准样品，
其中包括由集团与河北科技大学共
同制定的 2项纺织行业标准。这 2
项标准分别是 FZ/T 01168-2022

《纺织品 织物毛羽测试方法投影计
数法》和 FZ/T 14024-2022《棉与粘
胶纤维混纺印染布》。

本次发布的标准均由中国标准
出版社出版，并将于 2022年 10月 1
日实施。 （战略发展部 刘瑞宁）

集团参与制定的
2项纺织行业标准正式发布

最近，集团发表 2篇核心期刊

论文、1篇行业论文。分别是：汉唐宏
远孙红娟在 2021年第 12期《环境

生态学》发表的《影响低温废 SCR
脱硝催化剂清洗再生的因素》，刘瑞
宁在 2022 年第 1 期《印染》发表的

《棉织物印染污水的优化处理工

艺》，以及在第 34 届（2021 年）全国
针织染整学术研讨会发表的《低温

活化剂在棉织物前处理中的应用》。
（战略发展部 刘瑞宁）

集团发表 3篇学术论文

本报讯（印染 魏文丽）5月 18日，

印染分公司举办了首届 TPM1阶段公
司级验收活动。集团总经理徐建林、安

监部及印染分公司部分干部员工参加。
自从进入 TPM阶段以来，印染全

体员工以设备为中心，班内人员通力合
作，各部门互帮互助，TPM1阶段工作 7
个团队通过验收。徐建林认真听取了每
个团队对 TPM1阶段改善的讲解，并为
他们颁发了证书。

验收组每到一个区域，团队人员都
以饱满的精神列队欢迎，接受大家的指

正。讲解员用自豪、充满激情的语言向

专家组介绍了他们本阶段的工作内容
和亮点。

最后徐建林作总结讲话。他说，这
次活动，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印染、一

个崭新的印染、一个充满希望的印染。

印染是集团纺织主业的龙头，引进精益
管理模式以来，印染每天都发生着积极
的变化。这不单体现在现场改善和指标
改善上，更体现在人的改善上，人的精

神面貌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印染龙头作用发挥得越来越明显。

徐建林说，通过这几次参加印染活
动，我们可以得到四点启示：

一要相信“相信”的力量。选择精

益管理就选择了发展、选择了进步、选

择了提高。我们要相信精益的力量、相

信 3A 专家、相信我们自己，在专家指
导下，信心十足地把各项工作做实做
好。

二要相信“坚持”的力量。做事贵在
坚持，只要坚持下来就有成就。精益管

理，印染坚持了两年，管理发生了质的
变化。今后，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搞下去，

推向深入，取得更大成效。

三要相信“集体”的力量。精益管理

重在全员参与。印染内部环境的变化、

设备的变化，每个小的改善、每个点子

都来自基层、来自一线员工。所以，要相
信大家的力量，集中全员智慧，促进管
理再提升。

四要相信“未来”的力量。精益管理
始终在路上。取得的成绩，只是万里长
征的第一步。我们要当精益的朋友，让

持续改善成为习惯，把印染做得更优
秀。

印染分公司举办首届 TPM1阶段公司级验收活动

（上接第一版）织机下机一等品率提
高了 13%左右。

干成事，离不了拼搏精神。陈素

娟说，他们从来不吝啬付出，跑客户
凌晨出发、半夜回家是家常便饭。去

年 7月，得知浙江某地有一家客户
需要一款防静电坯布，她和胡立朝

连忙赶了过去，几经周折，才争得 3
万米订单。去年 12月，她和副经理
郭占强参加青岛展会，得知重庆一

家特殊工装客户坯布需求量很大，
价格也不错，就连夜赶了过去，争到
了试单机会。为买到织这种布所需
的棉纱，他们冒着大雪，驱车 6小时
到山东求购。厂家感动地说，你们这
样拼，没有干不成的事，一定敞开供

应。试单的时候，她带领管理、技术团
队日夜盯在车间，产品很快得到客户

确认。为满足客户需求，今年春节，他
们主动放弃休息，在车间过年，客户

十分感动，返单量越来越大。
在车间北头，笔者看到一排排

的新布机。胡立朝介绍，这是去年新

上的多臂高速喷气织机，共 48台。
他说，去年集团对棉织装备进行了
大规模提升改造，淘汰了剑杆织机，
新上了这些设备。较之剑杆织机，单

台效率提升 3.75倍，整体产量提高
了 91%；较之原有喷气织机，效率提

高了六分之一，节电约 17%，噪音降
低 8%，且能适应提花、格子布等复

杂织物生产。新上了地吸风系统，消
除了织造车间的飞绒飞花现象。新

上了一台高速络筒机，车速提高了
30%以上，纱坨成型更好，能适应小

批量生产要求，还减少用工 50%。
实验室新上一台乌斯特条干检测
仪，不仅实现了棉纱全方位精细
化、数字化指标测试，还可以模拟
纱线织布后的状态图，更直观地预
测布面效果；增添纱线耐磨仪、毛
羽测试仪等设备各一台，为多角度

检测织轴浆轴质量提供了数据支

持。今年 5月，集团又淘汰了 16台
低效能喷气织机，新购的 16台高速
凸轮喷气织机已于 12 日安装完毕
并投入使用。
硬件过硬了，“软件”也不能软。

陈素娟说，“聚焦市场、坚守品质、精
细管理、创新突破”是集团的经营方

针，更是他们不变的追求。在管理
上，他们不放过每个漏掉效益的环
节。通过严细管理，尾纱下降了 60%
多，每年减少损失 80 万元；废边平
均长度由 7厘米降至 5厘米，每米
降低成本 0.1元；通过测试，提高布
机转速 44%，月产由 80万米提高到
155万米，减少用工 90人；库存由
120万米减至 60万米以下，减少资

金占用 1000万元。分公司还在用人
上大做文章，通过减员增效，员工平

均年龄下降 2.5岁，其中班组长以上
管理人员平均年龄下降 2.4岁，提拔
7名年轻人才到班组长以上管理岗
位，开展了建言献策活动，等等。技
术创新方面，通过改进工艺，纬密做

到了分机型精准控制，年减少棉纱
消耗 100万元；通过精准上浆，年节

省 40多万元……
众人划桨开大船。通过共同努

力，去年，该分公司销售收入首次突
破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销售收
入又同比增长 112％。现在，分公司
订单满了，设备新了，成本降了，效

益增了，与此同时，员工平均工资也
增长了 17%。大家普遍觉得有奔头
了，因而大局意识强了，工作热情高
了。准备车间主任孔慧苗说，有一
次，某合同急等交货，上前夜的职工

主动要求加班，一直干到了凌晨 6
点多。

“提升没有终点，前进没有止
境。棉织人个个上满了发条，正在向

全年销售收入和利税双翻番的新目
标全力冲刺！”采访的最后，陈素娟

信心十足地说。

他们，挑战更高目标

5月 15日，仁美物业联合邢台
市中心血站，在东城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宁纺职工俱乐部）院内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共有 80多名集团职工

和社区居民们踊跃报名，其中 50人
化验合格，共计献血 18800毫升。

（东城社区 李 苗）

集团职工踊跃参加无偿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