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9日《邢台日报》二
版刊登《宁纺集团首次获得国外
发明专利》。

★10月 10日《邢台日报》二
版刊登宁纺集团组织职工参观宁
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图片新闻。

★10月 12日《河北工人报》
六版刊登《产线升级》。

★10月 12日《宁晋报》一版
刊登《宁纺集团获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认定》，二版刊登《宁纺
集团积极开展助推民族团结进步
活动》和集团向五指山市捐赠护
士服图片新闻。
★10月 13日《河北日报》八

版刊登《宁纺集团：多点发力全面
突破释放新活力》。
★10月 19日《中国纺织报》

二版刊登《宁纺：老树新花绽活
力》。

★10月 19日《河北工人报》
六版刊登《贾立云：做父母最好的
依靠》。

★10月 19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奔发制衣荣获河北服装服
饰优质制造商称号》。

★10月 28日《宁晋报》一版
刊登《宁纺集团产品荣获“2022年

度十大类纺织创新产品”》。
★11月 2日《河北工人报》

六版刊登《保安全时时处处是重
点·及时上传》。

★11 月 2 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上城嘉苑社区被命名为全
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和集
团向我县环卫工人捐赠棉衣图片
新闻。

★11 月 4 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我县多家企业上榜“河北
民营企业百强榜”》《上城嘉苑社
区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微宣
讲”活动》。

★11月 9日《宁晋报》二版刊
登《泥坑酒业入选国家级名录》。

★11月 14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泥坑酒业成装车间生产图片
新闻。

★11月 18日《宁晋报》一版
刊登《宁纺集团新添两项国家专
利》。

★11月 21日《宁晋报》二版
刊登《刘敬通获评 10月份“时代
新人 河北好人”称号》。

★11月 22日《邢台日报》一
版刊登《我市新增 1家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企业 8家优势企业》。

媒体看宁纺

河北宁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 冀邢准印 D1002 号 2023 年 1 月 19 日 农历壬寅年腊月廿八 星期四 总第 424 期

主编：马辉峰 执行主编：赵占林引领中国纺织服装企业报 河北省十佳企业报刊

宁纺报微信二维码宁纺集团微信公众号

视点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12月
5日，河北省企业家协会命名 43
家企业为“河北省企业文化建设
示范单位”，集团和泥坑酒业均
榜上有名。

同时，该协会还命名 36 人
为“河北省企业文化建设先进个
人”，集团陈素娟和泥坑酒业史
同凯名列其中。

集团和泥坑酒业荣获河北省
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称号

本报讯（华府物业 栾美婷）

2022年 12月 21日，河北省物业
管理行业协会公布了 2022 年度
河北省物业管理行业标杆示范
活动考核结果。宁纺物业获评

2022 年度河北省物业管理行业

先进单位，徐建满获评 2022年

度河北省物业管理行业优秀项
目经理，杨丽坤、米书娟、郝永伟

获评 2022年度河北省物业管理
行业先进工作者。

宁纺物业获评河北省物业管
理行业先进单位

本报讯（战略部 刘瑞宁）

2022年 12月 30日，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发布 2022年第 21 号公告，
批准发布 544 项推荐性国家标
准。其中，由集团承担制订的

GB/T 42223-2022《纺织品 色
牢 度 试 验 耐 摩 擦 色 牢 度
Gakushin法》在批准发布之列，

自 2023年 7月 1日起实施。这
是集团制订并获批发布的第三
个国家标准。

集团制订的一项国家标准
获批发布

兔年新春佳节之际，我谨代表宁纺

集团董事会，向忘我奋斗的全体员工和

默默付出的员工家属表示最真诚的问

候，向所有关注、关心和支持宁纺发展

的各界朋友和合作伙伴表示最衷心的

感谢！

刚刚过去的 2022年，是宁纺发展史

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我们全力推

动业绩提升。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市场持

续低迷、成本居高不下等困难和挑战，大

家团结拼搏，忘我奋斗，超计划完成利税

任务，特别是上缴税金再超亿元，创下历

史新高，展现出抗击风险的超强能力，也

积累了宝贵经验。

我们积极推动铸魂工程。包括初

心馆、创业馆和青年馆等在内的红色

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建成并揭牌，企业

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阵地。全体员工

分批到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宁纺优秀

文化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基地还吸引

了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大大增强了宁

纺的社会影响力。

我们积极推动改革创新。启动并稳

步推进精益管理扩面、数字“阿米巴”为

主题的管理创新活动，提升了企业管理

水平，获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45

项技术成果获国家专利，一款面料获中

国优秀印染面料一等奖，等等，展现了企

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泥坑智能

化酿造生产线设备进入招标采购阶段，

完成了 64台高速喷气织机项目和轧染

线升级改造、酒厂成装生产线智能采集

和“数字化营销”系统建设等，引进了自

动模板机等智能化服装设备，上城瑞府

项目交付，上城和府项目开工建设，企业

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我们勇担社会责任，累计出资近百

万元，向民族地区和我县捐赠总价值近

百万元的防护服装、工装，为特殊群体捐

款，慰问部分群众等，彰显了浓浓的家国

情怀。

一年来，企业发展赢得了广泛赞誉，

荣获河北省优秀民营企业、河北省企业

文化建设示范单位、河北省省级安全文

化建设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连续第四

次跻身中国印染行业 30强，再次荣登省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百强榜。

众人划桨开大船。我们深知，一年

来的成绩是大家用汗水拼出来的，每个

人都不容易。特别是 11 月份疫情严重

的时候，很多干部职工不分白天黑夜盯

在一线、盯在岗位，最大限度保证了生

产运行。我们也深知，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很多朋友都给

了宁纺宝贵的帮助和支持。对此，我们

铭记于心。

虎岁扬威兴骏业，兔毫着彩绘宏图。

2023年是宁纺建厂 50周年，我们确定了

更高的目标。我们相信，虽然面临的困难

挑战仍然很多，但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

经济形势一定会好转。我们要抢抓机遇，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争朝夕的使命

感和奋斗有我的责任感，继续做好项目

建设、技术改造、管理提升、技术创新、成

本节约、人才建设等重点工作，脚踏实

地，埋头苦干，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

实，为创建百年宁纺而努力奋斗。

愿您兔年过得精彩、出彩！祝大家新

春快乐，兔年吉祥，事业兴旺，阖家幸福!

玉 兔 欢 腾 开 新 篇
———董事长苏瑞广新春致辞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1 月 10 日
晚，集团在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
2022 年度工作讲评会，总经理徐建林

等集团领导出席。副总经理马辉峰主
持讲评会。

广和纺织、棉织、印染、绒布、奔发制
衣、泥坑酒业、宁纺地产、热电、宾馆、优

艾斯电器、仁美物业等部门负责人，分别
就各自 2022年经营（工作）完成情况、
2023 年经营（工作）目标和谋划作了汇
报。

汇报结束后，徐建林代表集团讲话，

对 2022年度经营情况和 2023年经营目
标进行了通报，并对搞好 2023年经营工

作提出了要求。
徐建林说，2022年，疫情反复、煤炭

等原材料涨价飞涨，经营非常困难。在这
种形势下，大家顽强拼搏，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特别是上缴税金 1.1亿多元，创历

史新高。纺织板块中，印染、奔发、棉织利

税分别增长 145%、122%和 115%，其他板
块中，地产、酒厂利税分别增长 109%和
102%，宾馆利税也刷新纪录。

徐建林说，2023年，我们确定了更

高的目标。虽然市场形势仍然很严峻，经

营不确定因素很多，但我们的目标坚定
不移。为此，要继续做好项目建设、技术

改造、管理提升、技术创新、成本节约、人
才建设等重点工作。同时，他还提出三点

希望：
一是乐观看待未来。要坚定信念，勇

敢面对挑战和挫折，不悲观、不气馁，始
终对未来充满信心，始终保持昂扬的斗
志和一往无前的闯劲。

二是遇到问题不抱怨。各单位特别
是一把手，要善于自我反思。各单位都要

召开年度总结分析会，总结经验教训，指
导今年工作。

三是相信坚持的力量。认准了的事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久久为功，直

至成功。
讲评会进行了现场打分，并对集团

后勤部室进行了测评。泥坑酒业、宁纺地

产 、印染分公司、棉织分公司和财务部、

物管部、督查室分别在讲评、测评中名列
前茅，获评业绩突出单位。

各单位经营团队部分成员、后勤正

职以上管理干部参加讲评会。

集团召开 2022年度工作讲评会

本报讯（记者 侯立山）12月 29日，

河北省投资和项目建设暨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倪岳

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谱，省委副书
记、秘书长廉毅敏等领导出席会议。会上

通报表彰了 2022 年度河北省优秀民营
企业和优秀民营企业家。集团荣获 2022
年度河北省优秀民营企业称号，总经理

徐建林被评为 2022 年度河北省优秀民
营企业家。徐建林代表集团参加会议。

河北省优秀民营企业和优秀民营企
业家评选活动由省民营经济领导小组办
公室组织开展，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系列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
提振民营企业家发展信心，在全社会营

造鼓励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浓厚氛
围。11月 21日 -25日，河北省工信厅对
2022年度河北省优秀民营企业和优秀民
营企业家拟入选名单进行了公示，集团

和总经理徐建林均上榜。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贸易保护主义

等不利因素，集团以“党建引领，文化铸
魂，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为统领，以“聚

焦市场、坚守品质、精细管理、创新突破”
为经营总方针，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企

业主要经营指标实现逆势上扬，继续在

全省同行业保持先进位次，并入列全国
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中国纺织企

业影响力 500强、中国印染行业 30强、
河北省制造业民企百强、河北省民营企

业社会责任百强榜单，荣获全国纺织行
业党建工作先进企业、全国纺织劳动关
系和谐企业、中国流行面料入围企业、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河北省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河北省扶贫龙头企业、河北省

慈善企业、河北省纺织行业捐助抗疫先
进集体等诸多荣誉称号。总经理徐建林
荣获全国纺织行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2021全国纺织行业年度创新人
物、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领军人物、河北
省安全卫士等荣誉称号。

集 团 获 评 河 北 省
优 秀 民 营 企 业

本报讯（印染 魏文丽）近日，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批准
集团为“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协会第五届理事会会员单位”。

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已成为
我国纺织工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集团通过创新驱动，加强

产业用纺织品的开发和生产，形

成了以产业用功能性面料为方
向，以户外帐篷、医用健康、安全

防护为主的产业用纺织面料研
发生产体系。目前集团生产的产
业用纺织品已达 40 多个品种，

年产 1400万米。

集团成为中国产业用纺织品
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本报讯 1 月 18 日，2022
年度“苏瑞广阳光救助基金”发

放。此次救助困难职工 23人，共

发放救助款 6.5万元。

2022年度
“苏瑞广阳光救助基金”发放

1、生产经营逆势上扬，主要经济指

标再创新高。2022年，在以苏瑞广董事长
为首的集团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企业

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市场持续低迷
等严峻形势，取得利税超计划 8%的优异
成绩。其中，上缴税金 11064万元，创历

史新高。特别是印染、奔发、酒厂、房地

产、棉织、宾馆，均超计划完成全年利税
任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

2、红色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揭牌，打

造企业文化建设新地标。9月 15日，包括

初心馆、创业馆和青年馆在内，集党史、

厂史等教育功能于一体的红色传统文化
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举行，董事长、党委书

记苏瑞广揭牌，为党史、厂史等优秀文化
教育增添了新的阵地，引起各界普遍关

注，累计已有上万人次前来参观学习。
3、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率先

实现复工复产。下半年，面对新冠疫情反
复无常，集团多次召开疫情防控调度会
议，采取为在岗职工采购和熬制中药、购

置必要生活用品等关爱举措。干部职工

自觉克服困难，连续作战，最大限度保证
了生产。社区、物业和志愿者坚守卡口等
岗位，最大限度守护了职工、居民安全。
特别是宁纺宾馆，圆满完成了为我县隔
离点及县城十几个执勤点、集团各分公

司累计 14.5万人次的供餐任务。经不懈

努力，12月初，企业在全县率先实现复工
复产。

4、精益管理扩面、“数字阿米巴”启

动，管理提升迈出新步伐。一年来，棉织
分公司、热电公司、优艾斯电器和物管部

等精益扩面单位积极配合，累计取得改
善成果 2513项，车间面貌实现大改观。7
月 26日，泥坑酒业“数字阿米巴”咨询项
目启动，调研、培训、划巴、竞聘述职等工

作有序推进。
5、泥坑智能化酿造项目入选省级项

目，企业数智化提升再加速。总投资 1.14
亿元的泥坑酒业智能化白酒酿造生产线
建设项目入列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项
目。项目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进入设备

招标采购阶段。一年来，集团还累计投资

近 3000 万元，引进了自动模板机、全自
动绒棉一体充绒机等服装设备，完成了

棉织 64 台高速喷气织机项目和轧染线
升级改造、智能测色系统升级、酒厂成装

生产线智能采集和“数字化营销”系统

等。宁纺地产完成总建筑面积约 16万平
方米、792户的上城瑞府项目交付。同时，
奔发制衣信息化升级项目上线运行。集
团转型升级案例成功入选市“双十佳”案

例。
6、集团获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科技创新硕果累累。9月，集团被认
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一年来，

企业取得国家专利 45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2 项科技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一项成果获中国商业联合会技术进
步二等奖，一款面料获中国优秀印染面
料一等奖。累计发表 SCI论文 6篇、国内
核心期刊论文 5篇，参与制定的 3项国
家标准发布，9项行业标准实施。李娟被
评为“河北省科技创新英才”。

7、荣获河北省优秀民营企业称号，

多项荣誉振奋人心。12月 29日，集团荣
获河北省优秀民营企业称号，总经理徐

建林被评为河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2022年，集团连续第 4次跻身中国印染
行业 30强，荣获省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
位、省级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等称号。

泥坑酒被评为“河北省白酒产业领军品
牌”，奔发制衣入选河北服装服饰优质制
造商，上城嘉苑社区荣获全国示范性老
年友好型社区，宁纺物业获评河北省物
业管理先进单位。徐建林当选中国纺织

行业年度创新人物，刘敬通被推选为敬
业奉献“时代新人·河北好人”，黄胜坤获

评“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
8、人才战略扎实推进，11人取得中

高级职称。朱立宁获正高级工程师职称，

黄胜坤、孙红娟获高级工程师职称，胡立

朝等 8人获中级职称。一年来，集团累计
调整、优化管理干部 59人次，选拔后备青
年人才 40人，引进大专以上学历人员 56
名、内部学历晋升 19名。（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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