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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2022 年 6 月份《中国纺
织》杂志刊登《宁纺：精益管理 走
“专精特新”之路》。

★6 月 17 日《宁晋报》四版
刊登《文化之旅 学习之旅》。

★6月 23日《邢台日报》二
版刊登《老人被压车下 众人合
力救助〉》。

★6 月 24 日《宁晋报》一版
刊登《泥坑酒文化旅游产业园入
选〈微游河北〉》。

★6 月 27 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宁纺集团安全咨询日活动图
片新闻。

★6 月 29 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上城社区开展“童心向党
爱我中华”党史学习教育》。

★7月 1日《宁晋报》二版刊
登县委组织部参观宁纺红色教育
基地图片新闻。

★7月 5日《邢台日报》二版
刊登《徐建林荣获 2021中国纺织
行业年度创新人物称号》，四版刊
登《宁晋上城嘉苑社区：以群众为
中心点 画好四个同心圆》。

★7月 6日《宁晋报》一版刊
登《宁纺集团获评全球灯芯绒面
料优秀供应商》。

★7月 9日《河北工人报》一
版刊登《酒厂制曲工挥汗如雨只
为酿出好酒》。

★7月 15日《邢台日报》二

版刊登《宁纺集团连续 4次入列
中国印染企业 30强》。

★7月 16日《河北工人报》
一版刊登《我省纺织工业 2个集
体 11名个人获全国表彰》。

★7月 20日《中国纺织报》
三版刊登《印染企业需要哪种修
炼》。

★7月 21日《河北日报》五
版刊登《河北纺织行业 2个集体
11名个人荣获全国表彰》。

★7 月 29 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宁纺集团吹响下半年奋进
号角》。

★8月 1日《宁晋报》二版刊
登宁纺集团为员工健康体检图片
新闻。

★8月 8日《宁晋报》二版刊
登《泥坑酒业“数字阿米巴”咨询
项目启动》。

★8 月 17 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集团向环卫工人捐赠爱心马
甲图片新闻。

★8月 19日《牛城晚报》七
版刊登《宁纺集团：泥坑净雅香邢
台上市发布会成功举办》。

★8 月 19 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宁纺集团：传统文化奠定企
业文化基石》。

★8 月 22 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宁纺集团关爱少数民族群众
捐赠生活用品图片新闻。

媒体看宁纺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7月
26日，邢台市新闻界第九届“好

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在邢台市特

殊教育学校报告厅举办，我县融
媒体中心记者曹晓静以《“80后”

拓荒牛》为题，倾情讲述了宁纺

集团董事长苏瑞广的奋斗故事，

荣获一等奖。

“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由市

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联
合举办，来自全市新闻战线的 20
位新闻工作者参加了此次竞逐。

苏瑞广事迹报告获市第九届
“好记者讲好故事”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7 月
26 日，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韩立群一行 4 人，在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达
占文，县委书记王涛，县政协党

组副书记、县总工会主席李军
华等陪同下，到集团调研“双爱

双评”（职工爱企业、企业爱职
工和评爱企业优秀员工、评爱
员工的优秀经理）工作开展情

况。董事长苏瑞广、总经理徐建

林接待了韩立群一行。

韩立群听取了徐建林关
于集团开展“双爱双评”工作

的情况汇报，对集团“五必访、
十必谈”“阳光救助基金”等特

色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韩立群
一行还参观了宁纺创业馆，并

对苏瑞广持续奋斗的精神深
表钦佩。

省总工会副主席
韩立群到集团调研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7月 30日上
午，集团举办精益改善之旅活动。总经理
徐建林带队，优艾斯电器、物管部、热电

公司、棉织分公司等扩面单位一把手，推
进办负责人和推进专员，特邀评委，广和

纺织、印染、绒布管理人员参与活动，参
观了扩面单位改善现场和改善成果，并
进行了成果点评。

当天上午，烈日炎炎，但大家热情很
高，先后参观了优艾斯品管部、维修室、

塑线车间、线缆车间、挤橡车间、电源线
车间，物管机物料库、印染 6# 库、原棉
库，热电公司化学车间、汽机车间，棉织
准备车间、织造车间、整理车间等改善景

点，听取了现场讲解，了解了看板管理、

改善理由、改善方案、效果验证和改善感

悟等内容。他们纷纷对各景点整洁有序
的现场赞不绝口，特别是对优艾斯电器
品管部通过形迹化和目视化管理实现工
具查找和拿取方便、护套线印字改善，物

管部通过整理整顿实现仓库增容和物品
快捷查找，热电公司“零米点检”，棉织分
公司全员及家属参与，自制水杯箱、布袋
架子及验布穿布针、打印机等成果给予
高度评价。

参观结束后，在棉织会议室召开了
精益成果点评会，由评委对各单位改善
情况进行了点评，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
中肯的意见建议。相关单位负责人纷纷
发言，表示一定要相互学习借鉴，持续推

进，共同促进管理水平提升。

徐建林作总结讲话。他指出，通过
推行精益管理，改变了现场，转变了观

念，振作了精神，也开拓了的思维，培养
了好的工作习惯，每个单位都呈现了自
己的亮点。这充分说明，我们实施精益
管理扩面是正确的，各单位特别是一把
手对这项工作是充分重视的，开局是良
好的。

徐建林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营造
浓厚氛围，及时选树好的工作典型、经验
典型；进一步凝聚全员智慧，激发全员参

与积极性，使大家都受到锻炼，得到成长
机会；进一步巩固成果、总结经验，不断

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促进管理持续精

进、水平不断提升。

徐建林表示，今后，集团将加强跟进
监督和考核工作，并定期组织观摩活动，

加强学习交流，努力打造宁纺自己的精
益文化。

棉织分公司、优艾斯电器分别获评
委打分第一、二名。

为进一步促进管理水平提升，今年
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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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精益
管理扩面工作，确定了棉织分公司等 4
个扩面单位。3月 31日与深圳 3A企业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订合同，5 月份开
始精益管理运行，并于 6 月 7 日召开了
启动大会。

集团举办精益改善之旅活动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9月 15日是
宁纺集团建厂 49周年。当天上午，集团
举办红色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揭牌暨创业
馆开馆仪式。董事长苏瑞广、总经理徐建
林等集团领导，各分公司、部室负责人，

集团老领导、曾任中层正职以上老干部
等 50多人出席仪式。副总经理马辉峰主

持仪式。
创业馆正门的仪式现场，气氛喜庆

热烈。8时 30分，在铿锵的鼓乐声中，仪

式开始。徐建林首先致辞，代表苏瑞广及
集团领导班子，向曾为宁纺发展奉献青

春岁月的各位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向
为宁纺发展无悔付出的所有宁纺人致以
衷心的感谢。

徐建林简要总结了企业的发展成
就，并指出，49年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发

展的坚实物质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发展

经验，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宁纺文化。为教

育和引导广大职工铭记辉煌历史，不忘
创业功臣，传承优良传统，凝聚奋进力
量，集团以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精心打造

了包括初心馆、创业馆、青年馆在内的红
色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从选址到建设，再

到设计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苏董都亲自
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创业馆记录着创业

征程上每一个难忘的时刻，镌刻着每一位
奋斗者的足迹，它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
史诗，更是一曲催人奋进的壮丽赞歌，每
一张图片、每一个字符，无不渗透着苏董

和每一位宁纺人对辉煌创业史，特别是对

老一辈创业者、先进模范的深厚感情。

徐建林最后说，精神需要传递，事业
需要传承。今天的每一位宁纺人，都要虚
心向各位创业前辈学习，从创业史中汲

取丰厚营养和奋进力量。让我们以创业

前辈为榜样，在苏董的领导下，毫不动摇

地坚持“党建引领、文化铸魂、创新驱动、

绿色发展”的发展总思想，坚定信念，迎
难而上，奋力开拓，继往开来，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建厂 50周年，为实现百年宁纺
的美好梦想奋勇前进！

在热烈的掌声中，苏瑞广健步上前，

为宁纺红色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揭牌。
8时 40分，仪式结束。创业馆正式开

馆。大家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参观了创业
馆。一张张历史老照片，一件件荣誉证书
等实物，无声地叙说着宁纺艰难而又辉
煌的创业历程，引起参观者的强烈共鸣。

随后，大家在办公楼前合影留念，并

乘车参观了棉织分公司、奔发制衣和泥
坑酒业。老同志们纷纷对宁纺近年来坚
持“装备智能化、产品高端化、发展绿色
化、人才年轻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赞不
绝口，对宁纺的明天充满信心。

参观结束后，在宁纺宾馆二楼多功
能厅举行了座谈会。苏瑞广高度肯定了

老一辈创业者的历史贡献，并简要介绍
了企业发展情况。集团老领导陈皂江、段

翠池，集团监事会主席朱虎林、副总经理
李云肖先后发言，衷心祝愿宁纺蒸蒸日
上，祝愿苏董健康长寿。党委副书记王翠
彬主持座谈会。

宁纺红色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位于宁

纺集团办公楼西侧，是根据宁晋县委组
织部要求精心打造而成的，包括初心馆、
创业馆和青年馆。其中，初心馆包括中共

党史、企业党建等内容，展现了党的百年
奋斗史、宁纺党建史等内容。创业馆分为

前言、企业简介、发展阶段介绍、未来展
望、走近苏瑞广、企业党建和荣誉等部
分，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在党的领导下企
业发展壮大的光荣历史，总结了创业的

成功经验，展示了一代代宁纺人艰苦奋
斗、接续奋斗的感人事迹和拼搏进取、不

断创新的昂扬精神风貌。

集团举办红色传统文化教育
基地揭牌暨创业馆开馆仪式

金风送爽，硕果飘香。在宁纺 49周

年厂庆之际，宁纺红色传统文化教育基

地暨创业馆正式开馆，意义深远。

49 年前，以苏瑞广董事长为代表

的宁纺老一辈创业者，在倒闭的火药

厂废墟上白手起家，踏上了创业征

程。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宁纺人，不

屈不挠，接续奋斗，把只有 23 名职

工、9 间简陋厂房、16 台手换梭布机

的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如今最具完

整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多元化大型企

业集团，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普遍赞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49 年的砥

砺奋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积

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企业文化。为教育和引导广大职

工铭记辉煌历史，不忘创业功臣，传

承优良传统，凝聚奋进力量，集团以

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精心打造了包括

初心馆、创业馆、青年馆在内的红色

传统文化教育基地。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从选址到建设，再到设计的每一

步、每一个细节，苏董都亲自指导，倾

注了大量心血。创业馆记录着创业征

程上的每一个难忘的时刻，镌刻着每

一位奋斗者的足迹。它不仅是一部波

澜壮阔的创业史诗，更是一曲催人奋

进的壮丽赞歌。每一张图片、每一个

字符，无不渗透着苏董和每一位宁纺

人对辉煌创业史，特别是对老一辈创

业者、先进模范的深厚感情。

精神需要传递，事业需要传承。

不忘昨天，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

开创明天。今天的每一位宁纺人，都

要虚心向各位创业前辈学习，从创业

史中汲取丰厚营养和奋进力量。让我

们自觉以创业前辈为榜样，在苏董的

领导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建引领、

文化铸魂、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发

展总思想，坚定信念，迎难而上，奋力

开拓，继往开来，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建厂 50 周年，为实现建设百年宁纺

的美好梦想而奋勇前进！

铭记辉煌历史 凝聚奋进力量

本报讯（宾馆 刘晶）8月 16
日，宁晋县市场监管局服务企业
推进会在宁纺宾馆召开。会上，
为 2021年度邢台市“诚信经营
满意消费创建示范单位”举办了

授牌仪式，宁纺宾馆获牌并作为
示范单位代表在会上发言。

据悉，此次评选活动自 3
月 15 日开始申报，经过初审、
复核、推荐、市级评选，最终在
全市评选出包括生产、电商、流
通、餐饮等各行业共计 100 家
企业。宁晋有 4家企业入选，其
中餐饮企业 2家。

宁纺宾馆获评市级“诚信经营
满意消费创建示范单位”

本报讯 （战略发展部 刘

瑞宁）9月 15日，由集团申请的
“Stretchable Nanofiber Mem-
brane and Preparat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 Therefor”（一种
可拉伸纳米纤维膜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获得南非共和国专
利授权证书。这是集团首次获得

国外专利。

该专利是通过 PCT途径申
请的国际专利。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即《专利合
作条约》，是有关专利的国际条
约。根据 PCT的规定，专利申请
人可以通过 PCT途径，向多个

国家申请专利。

集团首次获得南非发明专利

集团老干部参观创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