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15日，赛得利·2022中国时

尚面料设计大赛评审结果公布，集
团选送的“弹力直贡”获“2022 中国
时尚面料设计大赛优秀奖”，同时集
团被评为“2022中国时尚面料设计
大赛入围企业”。这是 2019年以来，
集团第二次获此奖项。

8月 22日，赛得利·2022中国时

尚面料设计大赛评审会在绍兴柯桥

举行，来自纺织服装领域的 16位专
家评委对 316家企业的近 2000款参
评面料进行了多维度的综合评审与
严格遴选，并从科技、时尚、绿色、价
值挖掘和商业转化等角度给出了专
业建议。

（印染 魏文丽）

集团一款面料
获中国时尚面料优秀奖

8 月 29 日，省发改委《关于
2022年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结
果的通知》（冀发改高技〔2021〕1132
号）公布了 2022年河北省企业技术
中心评价结果，集团企业技术中心

综合得分 88.1分，评价为良好，排名
较上次（2020年）上升了 110位。这
是集团企业技术中心 2007 年首次

获得省级认定以来，第 8次通过省
级复评。

据悉，本次应参评企业 666家，
经材料审核、专家评审，并商省科技
厅、省税务局、石家庄海关确认，有

602家企业通过复评。
（战略发展部 刘瑞宁）

集团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复评

8 月 1 日，石家庄常山北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瑞平、
总会计师曹金霞一行四人，到集团

进行对标交流。总经理徐建林、财
务总监石金拴等集团领导与来宾
进行了深入交流。

徐建林重点就我集团的管理
架构、人财物等重点部门统一管
理委派制度、人才队伍建设、绩效
考核、资金管理以及财务管理模

式等方面作了介绍。李瑞平对北
明公司的运行情况，特别是公司
的绩效考核模式、人事管理模式、

财务岗位设置等管理特色方面作
了介绍。

双方表示，在企业管理的具体
工作中彼此都有很多值得借鉴学
习的好思路、好经验、好做法，今后
将继续保持沟通交流，共同促进高
质量发展。 （财务 王运起）

常山北明公司到集团对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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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督查室 李雷）8 月 12
日，集团通过 2022年度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再评定。

6月 20—21日，中国船级社认证公
司河北分公司专家组一行 2人，对集团
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2022年度监督审核。本次评定范围与去
年相同，仍为坯布生产全流程管控能力
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评定依
据的标准在原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管理体系 要求》（GB/T23001-2017）的
基础上，新增加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新 型 能 力 分 级 要 求 》（T/AI-
ITRE10003-2021）。为此集团重新修订
了《两化融合管理手册》，新添加了 2个
程序文件，并完成了新的工信部“数字
化转换服务平台”注册及信息录入、审
核材料的上传等工作。

这是集团自 2017年获得两化融合
评定证书以来，第 6次通过评定。

集团通过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再评定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7月 26日
上午，泥坑酒业“数字阿米巴”咨询项目
启动会在泥坑酒业净雅香苑举行，集团
董事长苏瑞广、总经理徐建林、副总经
理兼泥坑酒业总经理马辉峰，柏明顿管
理咨询集团顾问老师张大霖、马晓军，
酒业班子成员出席。苏瑞广、徐建林讲

话。苏瑞广向项目组颁发聘书。马辉峰
主持会议。

苏瑞广在讲话中指出，“阿米巴”经
营的本质就是一种授权管理模式。实施
“阿米巴”模式改革，一是可以真正实现

全员经营。二是可以让每一位员工都清
楚自己的工作目标，激发员工更加努力
向上的能量。三是有助于培养经营人
才。四是真正体现多劳多得，实现员工
队伍的自我优化。他说，实施“阿米巴”
管理，尤其是聘请专业的老师来指导，

是难得的机会，一定要珍惜。

苏瑞广强调，深入推进“数字阿米
巴”项目，一要树立正确思想，克服畏难

情绪和不思进取、担心丢权丢位等错误
思想，树立为企业发展大局着想的崇高
境界，站在打造百年宁纺的高度看待管
理提升问题。二要敢于和善于放权，充
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集众人之

智成众人之事。三要正确选人用人，
选用那些具有强烈经营意识和开拓
精神、拼搏精神的人，激发大家努力
向上，不断挑战高目标。四要关注员
工心态，给员工一个施展才能的舞
台，使他们心情舒畅、自觉自愿地将
才能奉献给企业。五要有持之以恒的
决心和信心，推行“阿米巴”模式不能
急于求成，贵在坚持。允许犯错误，决
不允许打退堂鼓。
徐建林对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提出

三点要求：一是充分重视，把好事做好。

稻盛和夫通过“阿米巴”管理，创造了两
家世界 500 强企业。一把手要提高站
位、转变思想，深刻理解推进“阿米巴”
模式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切实承担
起推进责任，同时，积极引导，统一员工
思想，扎实推进这项工作。二是狠抓执
行，把实事做实。柏明顿咨询公司服务

全国 2000多家企业，实力雄厚，要充分
尊重、信赖专家老师，积极配合，服从指
挥，不讲条件，不找借口，确保每项部署
都能得到不折不扣落实，务求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三是因地制宜，把新事做

新。“阿米巴”模式必须与企业实际相结
合，才能取得理想效果。酒业要做好试
点，做出亮点，让“阿米巴”模式早日开
花结果。

张大霖顾问作咨询项目启动报告，
阐述了“数字阿米巴”模式对于企业经

营的重要价值，项目整体框架、核心要

点、预期效果等内容。
管理干部及员工代表李晓伟、樊运

红、刘立宁分别发言，表示一定要积极
配合，促进项目深入实施，取得实效。

泥坑酒业班组长以上及技术骨干、
后备人才等 110多人参加启动会。
“阿米巴”经营模式就是将公司分

成多个被称为“阿米巴”的小型组织，让
它们成为独立核算的“直接利润中心”，
开展量化授权，实现全员参与经营。中
国式“数字阿米巴”是以稻盛和夫先生
阿米巴经营为内核，结合中国企业的实

际情况做适当地扩展，加上阿米巴数字
软件构成一套中国式阿米巴 + 软件的
新型的经营管理模式。根据协议，柏明
顿管理咨询集团老师将在企业战略管
理、组织架构、激励考核、文化建设等方
面对“数字阿米巴”推进工作进行全面

指导。

泥坑酒业“数字阿米巴”咨询项目启动

8月 3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庞
明一行 3 人到优艾斯电器公司，对
该公司强制性认证产品进行年度现

场审核。审核涵盖 11个 CCC证书，
审核人员通过查看公司体系文件、
产品一致性、采购生产出货记录、关

键原材料确认等，经过一天的严格
审核，审核组认为该公司产品持续
满足认证要求，同意通过审核。这是

优艾斯电器公司自 2014 年通过产
品 CCC认证以来，连续第 9次通过
这一审核。 （优艾斯 徐龙青）

优艾斯电器公司
通过 CCC认证年度审核

8 月 22 日，“中国流行面料
Fabrics China”公众号揭晓了 2022
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暨第 48 届
（2023/24秋冬）中国流行面料入围
评审结果，集团选送的“棉莱赛尔提
花”和“新疆棉特粗条绒”两款灯芯
绒获“2023/24秋冬中国流行面料优
秀奖”，同时集团被评为“2023/24秋

冬中国流行面料入围企业”。迄今为
止，集团已有 43款面料入围中国流
行面料。

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暨第 48
届（2023/24 秋冬）中国流行面料入
围评审会于今年 7 月 25 日在杭州
举行，共有 475家企业的 4100款面
料参赛。 （印染 魏文丽）

集团两款灯芯绒
获中国流行面料奖

8月 19日，第五个“医师节”之际，集团通过宁晋县红十字会，向全县医疗单位捐赠了价值 22万元的

护士服 2000套。

7月 27日开始，集团联合宁纺
广济医院，组织为各分（子）公司、后
勤部室全体在岗职工分批进行免费
健康体检。体检项目包括血压、心电

图、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乙肝
五项、血分析、胸片和肝、胆、胰、脾、双
肾彩超等。此次体检历时一个多月，
于 9月 2日结束，共体检 2638人。

集团为全体职工免费体检

8月 10日，经奔发制衣公司各
部门、各关键用户签字确认，奔发制
衣信息化升级项目通过验收。

奔发制衣信息化升级项目的内
容是将金蝶 K3 Cloud 系统升级为
金蝶云星空系统，该项目是集团数
字化转型升级规划的一部分，是继
泥坑酒业信息化升级项目完成后的
又一亮点。该项目于 2021年 10 月
29日启动，经金蝶公司、奔发制衣和
集团信息技术部的通力合作，系统

于今年 5月 1日成功上线。新旧系
统经过两个月并行，7月 1日开始独
立运行新系统。经过一个多月的运
行，关键用户熟练掌握了基本操作，
系统运行平稳，实现了业财一体化、
业务标准化、成本精细化的目标，以
及产供销全流程的跟踪查询等功
能，达到了预期目的和验收标准。该
项目的完成，为集团多系统跨平台
数据集成打下了基础。

（王运起 史瑞丽 任聪）

奔发制衣
信息化升级项目通过验收

本报讯（督查室 高宁辉）为推进

精益管理，提升班组管理能力，提高班
组早会质量，８月３1日，在集团督查
室的组织下，在集团四楼会议室举办了
班组早会视频评比活动。来自棉织、优
艾斯、热电、物管、绒布等 5个单位的 24
个视频参评。

参评视频从仪容仪表、工作总结及
计划、团队士气三个维度进行评比。仪
容仪表包括着装规范、站姿、列队等方
面，工作总结及计划包括工作完成情况、
达成情况、出现问题、解决方案，表彰优
秀、日常要求（安全要求、防护要求）等方
面，团队士气包括精神面貌、团队口号、
礼貌用语、六项精进诵读等方面。

评委对参评视频进行了评分并作
了点评。根据最终得分，棉织整理组、物
管叉车组获得了一等奖，优艾斯炼胶
组、绒布公司二组获得了二等奖，优艾
斯电源线五组、东城能源二组获得了三
等奖。

集团举办班组早
会视频评比活动

8月 19日上午，集团举行关爱少数民族群众捐赠仪式，向在宁部分少数民族群众捐赠了面粉、大米、小

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资 120件。集团董事长苏瑞广（左七）、县民宗局副局长周世强（左八）等出席捐赠仪式。

■侯立山 王运起

公益
捐赠

9月 16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
审核批准，奔发制衣自主研发的 4
项技术创新成果被授予国家专利，
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3项，分别是：服
装装饰条缝纫辅助小工具、勾兜盖
清边一体机、一种熨烫蒸汽蒸馏水

回收箱；外观专利一项，即提花小格
布料。

至今，奔发制衣已获得国家专
利 17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实用
新型专利 14 项，外观设计专利 1
项。 （奔发 杜雨洁）

奔发制衣新获 4项专利

本报讯（印染 魏文丽）9月 6日，
由中国印染行业协会主办的“第二十届
全国印染行业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品技术交流会”在杭州举行。会上，
集团选送的“防水整理 21条灯芯绒”面
料荣获 2022年度中国印染行业优秀面
料一等奖，并获颁奖牌。
“中国优秀印染面料”征集活动由

中国印染行业协会组织面料设计专家、
印染技术专家和纺织面料研究专家，依
据严格的标准进行评定。此次共评出特
等奖面料 1款、一等奖面料 49款、二等
奖面料 48款。
会上还颁发了 2021年度中国优秀

面料奖，集团选送的大麻有机棉牦牛绒
8条灯芯绒获一等奖。
截至目前，集团已累计有 16款面

料获中国优秀印染面料奖项，其中一等
奖 3个，二等奖 7个，设计奖 3个，创新
奖 3个。

集团一款面料
获中国优秀印
染面料一等奖

本报讯（热电 马秋燕）9月 10日，
热电公司供配电线路改造提升工作全
部完工，实现了棉织、奔发制衣、泥坑酒
业、印染、欧凯、优艾斯、优科斯、污水等
用电大户用电直供，大大提高了供电可
靠性。

因线路老旧、设计不合理等原
因，改造前的供电线路故障率高，供
电不稳定，经常因大功率设备启停、
基建维修等原因造成跳闸停电，出现

一处故障、多处断电的情况，影响正
常生产。且因同一线路上用电单位
多，检修难度大、效率低。为了彻底解
决这一问题，今年 2 月初，热电公司
就将线路改造作为重点工作进行谋
划实施。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完成了
全部 4 条供电线路的整合改造，对重
点用电单位设置了 8 条直供专线，敷
设电缆 1800 米，改造原棉纺高压室、
旧棉织高低压配电室、新棉织高压室

及泥坑酒业配电室等 5 个老旧配电
室，解决了棉织 1250kVA 变压器跳闸
断电等问题。通过改造，不仅提升了
各公司生产用电的稳定性，提高了故
障检修效率，而且可以进一步满足今
后电力扩容的需求。

据了解，热电公司下一步还将联合
各用电单位进行低压无功补偿等专项
改造，提升用电质量，做到精确计量、合
理用能。

热电公司完成供配电线路改造

本报讯（广和 王密哲 李风存 王

友明）近日，广和纺织开展“假如我是一
名挡车工”活动，让助理以上管理人员
下一线顶岗挡车，切身体验一线工作，
了解生产问题，从内心驱动加强设备管

理，提升设备状态，受到广大员工的称
赞。

本次活动自 6月 21日开始，每天
固定时间，安排设备、工艺、运转三方面

的管理人员，到生产操作较难的细纱机
台顶岗挡车，跟踪记录细纱断头频率，
分析断头原因。班后组织碰头会，分析
研究当天发现的问题，查找根源，及时
整改。活动开展一段时间以来，挖掘出

了细纱加压不一致、摇架压力分配不合
理、粗纱导纱杆位置不合理、粗纱质量
不合格等一系列问题，并逐一进行了整
改，使细纱断头率下降 2.5%，细纱机有

效运转率提升 1%，挡车工劳动强度大
幅降低，为后期细纱车保养维修找出了
方向。

通过本次活动，基层管理人员提高
了服务意识，解决了实际问题，学会了

换位思考，增进了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
之间的相互理解，公司生产团队更加和
谐。下一步，广和公司计划将这一活动
推行至所有工序岗位。

广和纺织开展“假如我是一名挡车工”活动

早餐是每天的第一

餐，对膳食营养摄入、工作

学习效率和健康状况至关

重要，早餐的食物应该品

种多样、合理搭配。但是，

有网传称早餐不能吃茶叶

蛋、无花果、红薯和香蕉，

事实果真如此吗？

茶叶蛋影响钙、铁吸

收？

其实影响不大

在制作茶叶蛋的过程

中需要在煮鸡蛋时加入茶

叶、酱油等来给鸡蛋上色

提味。由于茶叶中含有生

物碱类物质，而这类物质

会和鸡蛋中的钙结合，降

低鸡蛋中钙的生物利用

率。从这个角度上说，茶叶

蛋确实会降低营养。

但实际上，煮茶叶蛋

时，用的茶叶量有限，同时

生物碱类物质的量也有

限，对于钙的吸收并不会

产生大的影响，更不会导

致骨质疏松。另外，茶叶中

还含有单宁、鞣酸等物质，

会和鸡蛋里面的铁结合，

降低铁的吸收率。但是鸡

蛋中的铁本来吸收率就不

高，也不是铁的主要来源，

所以，大可不必为这个方

面担心。茶叶蛋可以提供

丰富的蛋白质，需要注意

的是蛋黄中含的胆固醇较

高，但适量吃茶叶蛋并不

会对健康造成危害。建议

每天不超过一个茶叶蛋，

而且最好现煮现吃。

无花果含糖高会导致

肥胖？

大多是葡萄糖和果糖

无花果的营养成分丰

富，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

（2009）》，每 100 克无花果

可食部分含有能量 65 千

卡，蛋白质 1.5克，脂肪 0.1

克，碳水化合物 16.0克，膳

食纤维 3.0克，多种维生素

如胡萝卜素 30微克、维生

素 C 2 毫克、维生素 E

1.82毫克，丰富的矿物质

如钙 67毫克、磷 18 毫克、

钾 212毫克、硒 0.67微克。

总的来看，无花果富

含维生素、矿物质等。无花

果中的营养物质具有一定

的健康功效，包括抗氧化、

抗癌、抗肿瘤、增强免疫力

等功能。无花果含的碳水

化合物（糖）是 16 克 /100

克，其中的糖大多是葡萄

糖和果糖，如果不是长期

大量食用是不会引起肥胖

的。

烤红薯会增加肠胃负

担？

膳食纤维反而防治便

秘

红薯是我们日常生活

中特别常见的一种食物，

可以蒸着吃、煮着吃，还可

以烤着吃，可以直接吃，也

可以熬粥……

红薯中含有多种人体

所必需的营养素，还含有

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

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防

治便秘，加快排泄体内有

害毒素。烤红薯时，要采用

干净卫生的用具，可以用

微波炉、烤箱等，就不会产

生致癌物。在吃烤红薯时，

不吃烤煳了的皮，把红薯

皮剥掉后再吃。

空腹不能吃香蕉？

正常量不会引起“高

镁血症”

空腹不宜吃香蕉的理

由是香蕉含镁较高，空腹

吃香蕉可导致血镁增高，

影响心脏功能。这种说法

看似有道理，其实经不起

检验。

首先，根据《中国食物

成分表（2009）》，每 100 克

香蕉可食部含有镁 43 毫

克，一个正常成年人即便

是一次进食 200克，镁的

含量也只有 86毫克，仅为

每日推荐摄入量（330 毫

克）的四分之一，不可能会

引起高镁血症。

其次，食物镁的吸收

率也是随人体镁的营养水

平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

当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充足

时，肠道对镁的吸收率也

就自然降低，同时镁的排

泄也会加速，是不太可能

因为一次摄入富含镁的食

物而导致血镁水平急剧升

高的。所以，空腹是可以吃

香蕉的。

总而言之，没有不好

的食物，只有不好的选择

和搭配，均衡和适量是食

物选择和摄入的基本原

则。

据《北京青年报》

早餐不能吃这

四种食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