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初冬的北京，空气中透着丝丝寒
意。

在 11 月 10 日举行的中部战区
空军“兵王先锋”系列宣传活动媒体
见面会上，记者见到了河南籍的马培
岭。个子不太高、说话干脆利索，这
是记者对马培岭的第一印象。

马培岭是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
旅某营制导连指控技师。他矢志精
武强能，练出了令人叫绝的“手”上功
夫，凭借手指在键盘上灵活敲击，多
次指引某型地空导弹直刺苍穹，发发
命中。

入伍 15年来，马培岭完成了 20
多项重大任务，2次荣立三等功，获
得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

“我来当兵就是来吃苦的”

马培岭是开封市尉氏县人，当兵
是他从小的梦想。2004 年，马培岭
如愿参军入伍。

入伍后，马培岭认真训练、积极工
作，一有空余时间就看书学习。尽管
学历不高，但这并没有成为阻碍他学
习的“拦路虎”，他每天晚上都要到阅
览室去学习。马培岭的学习热情，打
动了身边的战友，每当他有学习方面
的困惑，战友们都会积极提供帮助。

后来，马培岭成了一名地导跟踪
员，指引导弹刺破苍穹。马培岭发现
要做一名优秀的跟踪员并不容易，必
须要有过硬的“手”上功夫。班长举
着布满老茧的双手告诉马培岭：“我
们跟踪班全凭手功立足，不练出一手
老茧，成不了才！”马培岭将班长的话
刻在心上，铆足了劲训练。

为了练出手指的稳定性，马培岭
创新训练方法，给手指套上重重的指
环，再去操作装备。时间长了，手腕
和手指都酸痛难忍，但是马培岭始终
咬牙坚持。为了让手指更灵活，马培
岭专门找来电脑键盘，练习盲打。

战友称马培岭变成了“键盘侠”，
然而他笑着说：“我来当兵，就是来吃

苦的，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怎么完
成更艰巨的任务?”

2008年 8月，马培岭随部队执行
实弹射击任务。由于目标跟踪波束
不稳定，在导弹发射前 20秒，指挥员
临时决定，原定对目标方位的自动跟
踪改为手动跟踪。顿时，巨大压力扑
面而来，马培岭屏息凝神，慢慢转动
手中的“操作球”，牢牢锁定目标，随
着导弹和目标间的距离一点点缩小，
屏幕上的光栅突然消失。“打中啦！”
方舱中一片欢呼。马培岭和战友们
圆满完成任务，并开创了某新型战
法。营长握着马培岭的手说：“你这
双手厉害啊，直点命门。”因表现突
出，马培岭荣立三等功。

“只要肯学就没有学不会的”

2012 年，马培岭所在营换装某
新型武器装备，马培岭的岗位由跟踪
员变成了指控技师，战位也从跟踪台
变为拦截台。岗位变化，对马培岭是
个不小的挑战，不光理论要重新学，
对操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只要肯学，就没有学不会的。”
马培岭不断鞭策自己。他一头扎进
了学习室，每天只睡 6个小时，遇到
难题就缠着专业技师、工厂师傅和研
究所专家“打破砂锅问到底”。马培
岭把学习要点总结成口诀、做成小卡
片，装在口袋里、贴在床板上，有空就
瞅一瞅、记一记。仅用 2个月时间，
他就熟练掌握了新型兵器的性能特
点。

在攻克理论关之后，马培岭又向
实践操作发起了冲锋。“实践中，指控
技师要心专、眼尖、耳顺、口溜、手快，
才能有效完成战斗操作。”马培岭告
诉记者。

为了培养全面过硬素质，马培岭
独辟蹊径，到声音嘈杂处读书练“心
专”，口含鹅卵石说饶舌练表达。为
了训练手快，他通过默画电路图，找
准按键位置，给手指定位；然后在胳
膊上挂上水壶，训练胳膊抬升的幅度
和手的移动速度，使手和臂形成肌肉
记忆，战斗操作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按下按键。付出总有回报。2013年
参加演习，马培岭担任指控技师指引
导弹直插云霄，实现了首发命中。

今年 4月，马培岭参加高原演习
任务。在海拔 4300 米的高原阵地
上，马培岭带着指控班的战友顶风冒
雪操作兵器，采集、分析、处理数据。
他们攻克难关，逐渐摸清了高原环境
下的装备使用规律。4天后，实弹射
击，弹起靶落，首发命中，4天只睡了
8 个小时的马培岭激动地流下了眼
泪。

“当兵就要当一个好兵”

好成绩不是结束，而是向更高层
级进军的开始。为使战斗力生成不
断加速，马培岭搞起了训练方法创
新。

2017 年，兄弟营参加空军地面
防空兵“蓝盾”比武。为了缩短指挥
车展开与撤收的用时，马培岭边训练
边总结，研究出了新式篷布绳穿插系
法，一下子把用时缩短了 2分钟，这
让兄弟营如获至宝。凭借改进后的
训练方法，兄弟营指控战勤班在赛场
上一路过关斩将，获得“蓝盾尖兵”班
组奖，并力助团队夺得“金盾牌”。

在马培岭看来，一人过硬不算过
硬，大家都过硬才是真过硬。为此，
在连务会上，他提出了轮换指控战勤
班组员的建议：“战训对接，就要培养
多套‘班子’，这样才能保证上了战
场，作战力量不断线。”建议“战”味十
足，大家一致通过，马培岭担负起带
教新员的任务。

培育“幼苗”，马培岭格外用心，
他理论教学、实践指导“一肩挑”，随
身携带着小本子，详细记录每个人的
训练情况。“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团队强才是真的强。”马培岭说。

连队推荐人员参加全军优秀士
官人才奖评选，马培岭所在的连队人
才济济，他以总票数第一获得提名资
格，最终以出色表现和扎实的能力获
得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一等奖。

“除了胜利，我们别无所求！”前
不久，马培岭调任新装营，在临别赠
言中他写下这句话，还在旁边画了一
个小图案：一只竖起大拇指的手。

“军人生死报国家，卫国护民责
如山。我一定不辱使命，当兵就要当
一个好兵，要争当强军精武标兵。”马
培岭坚定地说。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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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11月23日，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
智创新发展大会最后一场“走出去”专场
活动在广州成功落幕，也标志着本届招才
引智大会所有线下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此次大会也是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
精神，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人才强省
建设，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

从10月 15日到 11月 23日，大会举
办郑州主场活动与 6场省外专场活动，
全省超1.5万家企事业单位拿出约18万
个职位邀约贤才，吸引超过 300万人通
过大会官网关注，11 万名人才赴约，
3158名博士与河南达成初步约定，成就
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才盛会。省委省政
府揽才的真情、企业参与的热情、人才

“回家”的激情，共同谱写了一曲新时代
的中原人才强省交响曲。

中原大地，求贤若渴诚意足

去年，首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
发展大会成功举办，天下英才聚中原，为
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人才动
力。今年，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如约开启，开放的中原继续
热情邀约天下英才。

连续两年举办如此高规格、大规模
的“请才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多见。

为了把大会办好，把人才请来，组委
会在大会开幕前夕专门组织召开了“首
届招才引智大会引进人才座谈会”，让

“引进人才”来谈“人才引进”，政府尽最
大努力想人才所想，急人才所急。

为了表达足够的求贤诚意和请才热
情，第二届大会在首届成功举办的基础
上有了积极创新：除了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主场活动，还组织省内企事业
单位携十几万个岗位、几千个项目分别
赴上海、长春、武汉、北京、西安、广州举
办了6场“走出去”省外专场活动。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说：“由省
委省政府带队来北大求贤，举办如此大
规模、高规格的活动，可见河南对人才的

重视程度。”
各省辖市为了招揽人才更是铆足了

劲儿。智汇郑州计划、河洛英才计划、信
阳英才计划、诸葛英才计划……人才政
策纷纷出炉，无论是主会场还是“走出
去”专场，均设有省辖市招聘专区。

为了更好服务人才，特别是高层次
人才，我省还专门开发了“网上绿色通
道”系统，实行编制使用、岗位聘用、工资
社保等手续网上办理；开设高层次人才
综合服务窗口，实行“一对一”跟踪服务，
协调有关部门解决引进人才的落户、住
房、配偶就业等各类问题，让人才切实感
受到河南广揽人才的诚意。

天下英才，来豫心切志满怀

广撒“英雄帖”，招得英才来。大会
围绕“五区”联动、“四路”协同，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全球邀请高层次、
高技能人才。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互联
网、大数据、大物流等相关行业求贤若
渴，遇到英才渴望逐梦中原会是怎样的
盛况？本届招才引智大会郑州主场活动
吸引数万名英才赴会，省外专场活动场
场爆满。“得中原者得天下”，各路英才来
中原建功立业的意愿十分强烈。

在上海专场，即将从上海交大船建专
业毕业的豫籍博士研究生祝文龙告诉记
者，回报家乡是他的首选。“每次回家都能
发现河南有新变化，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机会不比一线城市少。”祝文龙说。

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侯
耀文表示，河南的优势并不少，吸引人才
就像找媳妇，自身的优势要广而告之。他
希望河南能充分利用校友资源，定期组织
校友去各大高校现身说法推介家乡。

本届大会还吸引了不少外地优秀人
才的加盟。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博士研
究生王少男与刘婷婷夫妇同时把简历留
在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招
聘展位。来自呼和浩特的王少男告诉记
者，他一直关注河南的人才政策和中医
药事业发展，权衡了政策和平台优势，他
选择了河南。在他看来，河南发展有活
力，是干事的好去处。

“政府组织引才的力度，反映了地区

经济发展的热度。”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
冯正玉说，河南是经济大省，近年来国家
战略叠加释放出众多发展新机遇，更多
优秀人才也希望能分享河南快速发展红
利，发挥所长，建功立业。

用人单位，高质量发展底气足

看到前景，得到提升，是留住人才的
法宝。我省的企事业单位对于请人、留
人、用人也表现出了高度自信。

在省外的专场活动上，河南汉威科
技的招聘展位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该
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李炎峰告诉记
者，作为上市公司，汉威科技一直致力于
成为以传感器为核心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的引领者，稳居国内行业第一梯队。招
聘专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与人才最
好的组合是“门当户对”，不能为了引进
人才搞“拉郎配”，强扭的瓜不甜。为此，
汉威科技用高薪水、好前景，希望吸引
15名高层次人才加盟，通过大会收到了
上百份高质量简历。

省农科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单位，给
高层次人才落地送出政府和单位双重“政
策礼包”，以才引才、以平台引才是他们更
大的优势。省农科院博管办负责人吴寅
说：“我院培养出2位院士，是全国专业技
术人才先进单位、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基地，科研项目多，人才梯队健全，新
进人才落地后，创业有舞台，发展有空
间。”省农科院以实力和底气，吸引了留德
博士在这里开启职业生涯，引来了兄弟单
位专家入职博士后工作站。

如今，本届招才引智大会郑州主场
和 6场省外专场活动圆满落幕，但大会
服务还在继续：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相关工作人员发放数千份问卷，请参
会者为大会“提意见”，以期来年更精彩；
大会网络平台的岗位信息、人才交流信
息实时更新。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这个“第一
资源”，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
丽篇章的河南渴盼人才、重视人才、爱惜
人才，本届大会胜利闭幕，招才引智永不

“落幕”。③5

“手”护长空
——记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某营制导连指控技师马培岭

人才盛会聚四海英才
招才引智助中原出彩

——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综述

□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本报通讯员 季玮

可以制成新能源汽车的玻璃，有

轻便的重量保证续航，还有堪比钢铁

的坚固保证安全；可以制成5G基站设

备的外壳，耐得住高温也扛得住严寒；

可以制成新潮的柔性屏幕，优异的韧

性能屈又能伸……濮阳市盛通聚源新

材料有限公司的“拳头”产品——聚碳

酸酯，正瞄准高精尖产业需求，成为化

工新材料的“佼佼者”。

11月 21日，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

产业园，记者看到该公司生产线上“新

鲜出炉”的聚碳酸酯，惊讶于它与普通

塑料颗粒无异的外形。“聚碳酸酯简称

PC，是一种用途很广的高端工程塑

料。”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是濮阳

市盛源集团旗下实体子公司，集团董

事长王息辰看出记者的疑惑，如数家

珍地介绍起来，“2018年我国对 PC的

表观消费量达 200余万吨，占全球总

量的48%；但国内PC的实际产量只有

近 80万吨，在国外垄断技术的竞争格

局中不占优势。”

今年 10月 7日，盛通聚源一期年

产 13万吨聚碳酸酯项目试车成功，正

式踏上国产替代进口的舞台，也填补

了我省相关领域的空白。盛通聚源为

何能够抢占行业高地？“与其说是‘盛

通制造’，不如说是‘范县制造’‘濮阳

制造’。各级党员干部的贴心服务，营

商环境的助力支撑，成为企业转型升

级‘军功章’上不可或缺的另一半。”王

息辰说。

转型升级迈上“新”台阶

盛源集团是范县的“明星”企业。

集团旗下的三家实体子公司和一家技

术研究院，虽术业各有专攻，却有共同

的方向——新能源与新材料。

濮阳市盛源石油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走在高清洁能源的前沿，濮阳市

盛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正

丁烷法制顺酐排名第三，北京濮源新

材料技术研究院聚焦新能源和新材料

产品前瞻性研究，濮阳市盛通聚源新

材料有限公司作为集团新军，在化工

新材料领域闯出一片天地。

“集团的兴起、发展、转型，紧跟着

范县石化产业的前进足迹。”王息辰

说。

2001年 12月，王息辰从部队转业

回乡，拿出全部安置费与他人合伙购

买了一辆油罐车，经过几年发展组建

了运输车队；凭借车队赚到“第一桶

金”，他萌生创办企业的想法。“石化产

业是范县支柱产业之一，提供的发展

机会多，也为我推开了一扇窗。”王息

辰说。

濮阳因油而建、因油而兴，范县产

业的发展也一脉相承。2010年，总规

划面积 13平方公里的范县产业集聚

区获批，以精细化工为主导产业的濮

王产业园，以及以金属资源循环再利

用为主导产业的新区产业园就此成为

“中流砥柱”，形成“一区两园”布局。

丰利石化、中炜化工、盛华德化工、可

利威化工等一批化工龙头企业崛起，

盛源集团更成为其中的翘楚。

2016年，濮阳开始规划建设65平

方公里新型化工基地，全力推动化工

产业向绿色化、循环化、智能化、高端

化方向演进。作为濮阳新型化工基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范县产业集聚区应

势而动，聚集资源做大上游、延链增值

做精下游，绿色环保、科技含量高、产

品附加值高成为企业发展新风向。

“聚碳酸酯项目符合国家‘十三

五’发展规划，属于‘中国制造 2025’

范畴。”王息辰下决心要让集团走向

“高精尖”，可“由外到内”都碰了壁，

“原本想与德国、日本的跨国公司寻求

技术合作，却吃了闭门羹；项目要进

展，必须研发专利。从投资规模、研发

周期的角度看，风险大，董事会内部反

对声音也很大。”

盛源集团能在化工新材料方向再

发“新枝”吗？王息辰忐忑时，濮阳市

和范县却予以坚定支持，盛源集团聚

碳酸酯项目被列入市、县两级重点项

目，迈上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台阶。

“集团未来怎么办？发展点在

哪？抓手在哪？”王息辰信心满满地表

示，有了聚碳酸酯项目，就把机会抓在

手中。

“亲上加清”展现“新”气象

巨大的资金缺口，是盛源集团聚

碳酸酯项目开启建设后遇到的“拦路

虎”；而解决资金缺口的方式，也因创

新性实践而被广为称道。

由盛源集团发起，联合濮阳市投

资集团、范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原

证券共同设立“河南盛通聚源创业投

资基金”，基金总规模 4亿余元，以股

权方式定向投资于盛源集团聚碳酸酯

项目；再联合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 6亿元，成立濮阳市盛通聚

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党委、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和帮

助，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开创省市

县三级平台联动、民营企业主导的股

权结构，只是一个开端。”王息辰说。

“抓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的理

念，在濮阳市党员干部中已入心入

脑。濮阳在全省率先组建了市委营商

环境建设委员会，构建营商环境建设、

督促检查和评价考核“三位一体”新机

制；2019 年，濮阳营商环境评价得分

在 18个省辖市中居第 6位，跻身我省

第一方阵。

濮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

来到盛通聚源公司，详细了解聚碳酸

酯项目建设、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

业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

对下一步如何更好更快发展提出要

求。

范县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市委关于营商环境建设工作

部署要求，把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

范县县委营商环境建设委员会作

为县委常设议事协调机构，由县委书

记担任主任，全县 43个职能部门任成

员单位；全县 32个职能部门开展审批

服务事项“N±X”梳理工作，形成范县

本级审批服务事项 950项，实现“一网

通办”；企业用气可在两周内完成全部

流程，施工许可实现当日审核当日发

证……

范县营商环境吹来的“热风”，也

为盛源集团建设聚碳酸酯项目融化

了“坚冰”。优先对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主业突出、带动力强的科技型企

业进行培育的政策，使盛通聚源聚碳

酸酯项目荣获国家发改委 2018 年核

心竞争力奖励 4096 万元；县级干部

分包责任制、“一把手”负责制等层层

压实责任、传导压力，盛通聚源遇到

的天然气供应问题、项目融资担保问

题等，在分包党员干部的协调下迎刃

而解；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一次次

北上南下，往来奔波，为企业打通了

技术和资金上的“瓶颈”。

“很多个清晨，王书记都比我更早

来到项目现场。”王息辰感慨道，来的

次数多了，范县县委书记王秋芳能够

准确喊出企业很多人的名字，也熟悉

项目的每一道工序——许多问题就这

样被发现在一线，解决在一线。

“亲上加清”的营商环境，推动盛

通聚源在新材料行业实现“新”发展。

“聚碳酸酯的市场正在快速发展，‘追

兵’很多。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

下，我们已提早抢占市场，也必将提早

开辟下游产业链，为企业可持续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让企业以更好的业绩

回报社会。”王息辰说。

“转型升级的军功章，有你的一半！”
——范县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发展

日新月异的盛通聚源

蓬勃发展迈向行业新高度 严把产品质量关 自动化智能化助力高精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