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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产业工人代表，陆胜祥用一

把焊枪舞出了精彩人生。

陆胜祥是皖北煤电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检修安装分公

司员工、模范共产党员，在 30年的工作经历中，在焊工岗位，
凭借爱岗敬业的精神，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苦练技

术，一把焊枪，攻克无数难关，他先后获得安徽省“五一劳动奖

章”、“十大能工巧匠”，淮南市“劳动模范”、皖北煤电科技进步

奖、皖北煤电典型诚信员工、感动皖北先进人物、淮化“首席员

工”、“模范共产党员”、“三等功”等荣誉。

钻研技术年省维修费 200万元

陆胜祥多年来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刻苦钻研业务技术，

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能，团结班组成员为德士古汽化炉烧嘴

的维护修理、技术攻关及长周期运行做出了突出成绩。

2010年 3月，陆胜祥主要从事德士古汽化炉烧嘴的焊接
修复工作。汽化炉烧嘴是制约汽化炉长周期稳定运行的主要原

因之一，为了提高烧嘴使用寿命，他针对多煤种掺烧灰分高、原

料煤变化频繁等特点，对烧嘴的使用环境、结构特点及损坏机

理进行分析，经过反复试验，对烧嘴的维修工艺进行自主创新

改进，对烧嘴的各环隙、间距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使烧嘴的使用

寿命大幅度提高，合成氨二厂烧嘴使用最长达 71天。
随着安徽淮化集团合成氨厂的建成投产，烧嘴维修工作

量大幅度增加，由于设计的原因合成氨厂每台烧嘴的使用寿

命最长只有 17天，他针对尺寸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的尺寸修
改建议，经领导和专家同意修正后使合成氨厂烧嘴最长使用

达到 112天。每年维修烧嘴近 60台，为公司节约外出维修费
用 200余万元。

对待工作，陆胜祥始终做到了任劳任怨。今年春节期间由

于煤质的原因，烧嘴损坏严重，备用烧嘴紧张，在接到维修任

务后，他和维修班的同事们从年三十开始连续加班到年初四，

圆满完成了两个合成氨厂的烧嘴维修任务。多年来，他通过对

汽化炉烧嘴维修的不断探索，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为公

司的长周期稳定生产做出了贡献。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陆胜祥过硬的技术

不仅来自他的勤学，而且源于他的苦干。一台进口关键设备损

坏严重，生产处于无备用设备状况，而重新购置一台由国外制

造的设备不仅需要上百万元，而且订货周期长达三个月。关键

时刻，陆胜祥接受修复焊接任务。这台设备的工作温度是负

100多度，设备外壳厚度仅 12毫米，损坏面达 30豫，要求修复
焊接不能变形，这难不倒陆胜祥，他采用小电流、间断焊，焊接

过程中不断冷却焊缝的方法，经过 3天 2夜的奋战，终于提前
完成任务。

“创新怪才”带动创新团队

陆胜祥还精通气焊、电焊、氩弧焊以及管、钳、铆，而“能工

巧匠”、“拼命三郎”、“铁人”是这么多年领导和同事们送给他

的一个个爱称和绰号。一次，领导指名要陆胜祥承担食用二氧

化碳设备管道焊接任务，七曲八折的管道离地面低，又是氩弧

焊，技术要求高、难度大。在随后的半个月里，陆胜祥从早到晚

“长”在了现场，由于焊点太低，他只能躺着焊接。陆胜祥急了，

坐在地上琢磨开了。一会儿，一块小玻璃镜被放在墙角，从镜

子中正好能看到焊缝，于是，陆胜祥采用趴、跪等姿势，终于攻

下了难题。从那以后这手绝活在淮化传开了。

正是凭借这股勇于改革创新的冲劲，陆胜祥创造了一个个

崭新业绩。无论大的发明创造，还是小的改革创新，他都毫不马

虎，由此他给自己赢得了“创新怪才”的称号，拥有了“陆胜祥工

作室”。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公司成长起一大批创新人才，有

多人获得 27项国家专利，为淮化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陆胜祥的技术引起许多企业关注，这几年，西安、山西、黑

龙江等不少厂家找到他，高薪聘请他，但陆胜祥一律摇头。许

多人不理解，他很平淡地说：我这个绝活都是淮化教给我的，

我应该为淮化服务，何况企业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企业。

皖北煤电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自军说，陆胜

祥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企业的光荣，他

是传承“淮化”文化的代表。

毒奶粉、塑化剂、农药残留……

近几年中，中国食品行业频频亮起安

全红灯。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金丝猴集团董事长赵启三建议，

要加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产业

链建设，从源头上把住食品安全关。

金丝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

启三，不仅是中国糖果行业的领军者

及全国农产品加工行业的佼佼者，更

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一

位在食品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的民营企业家。对于食品安全这一话

题，赵启三深有感触，他说，近几年政

府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督力度，虽然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食品安全事件

仍时有发生，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和生

命。作为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应在原

来监管体制的基础上，尽快细化有关

管理措施，进一步加大检查、检测和

监管力度，严把源头关，严厉惩治不

法分子，建立举报信息网络，鼓励全

民积极与食品安全违法活动作斗争，

进一步净化食品安全环境，为广大消

费者的身体健康做出积极贡献。

结合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现状和

广大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实际情况，

就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赵

启三提出自己的四点建议：

第一，要加大执法惩戒力度，健

全监管长效机制。国家近几年虽惩治

了一些不法分子，但力度还不够、震

慑力不足，使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依

旧偏低，造成了一些恶性事件时有发

生。另外，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利用

生产许可、强制认证等手段，严格市

场准入，并落实执法责任追究制度。

应把食品安全管理作为地方政府主

要领导的重要考核项目，实行一票否

决，强化监管责任。

第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改变

多头管理现状。那样易导致“九龙治

水”和“都管都不管”的现象。应尽快整

合、规范，由原来多个部门调整为一个

部门作为食品安全监管主体。把食品

安全与市场管理等有机结合起来，实

行从产地到流通到消费全程监管。

第三，要加强食品安全质量标准

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及时跟踪和掌

握国外先进标准情况，健全技术标准

服务平台和标准制订修订快速应急机

制，尽快形成科学统一权威的食品标

准体系。同时，建立健全企业诚信档

案，对制假售假的黑作坊和黑心企业

主，要列入“黑名单”，重点监控和整

治，并及时发布查处问题、改进工作的

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第四，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

挥舆论监督作用，提高消费者自我保

护能力。鼓励和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

论监督，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

予以曝光，推动改进产品质量和食品

安全工作。

陆胜祥：
奉献企业的“金蓝领”

作为国家创新型企业和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安徽叉车集团公司近年来拓宽重装叉车、工程车辆等高端

产业“增长源”，新产品产值率达 59.32%。2012年，产销叉车近

7万台，其中出口整机、出口创汇，同比增长 4.57%、5.61%。连

续第 22年勇夺全国叉车行业第一。

图为 3月 4日，该公司员工在组装 12台出口到土耳其的

G系列叉车 宋光执 /摄影报道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原副省长林方略

提高海洋维权能力
促进三沙资源合理保护开发

本报记者 郝玲吴明

本报记者 王敏

2012年 6月 21日，国务院批准
设立三沙地级市；7月 19日，中央军
委批复同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南省三沙警备区；7月 22日，三沙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公布了

人大代表名单；7月 24日，海南省三
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永兴岛

举行。这一连串的动作对海南省三沙

市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沙市下辖西沙群岛、中沙群

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海域。涉及岛

屿面积 13 平方千米，市人民政府驻
地为永兴岛，2010年统计人口为 600
人。目前永兴岛唯一的渔村永兴村共

有 100 多人，大多是来自海南岛文
昌、琼海、万宁一带的渔民，他们居住

在自己搭建的木屋里。

三沙市的规划和建设过程成了

人们关心的话题。全国两会期间，《中

国企业报》记者就三沙市的开发和保

护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原副

省长林方略。

《中国企业报》：2012 年 6 月 21

日，三沙市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

你曾任海南省副省长，你认为三沙建

市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林方略：三沙建市，有利于加强

西、南、中沙三个群岛及其海域的行

政管理，有利于加快南海渔业资源和

油气资源开发，有利于保护三沙典型

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体现了中国维护

南海权益的坚决态度，使中国在南海

维权斗争中处于有利位置。

党的十八大报告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把海洋提到了历史的新高

度，明确提出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

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

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和“建设美丽

中国”的响亮口号，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

建设海洋强国，离不开建设海洋

强市、海洋强省；建设美丽中国，离不

开美丽海洋；建设美丽海洋，离不开

美丽海岛。三沙市作为中国最年轻的

地级海岛市，岛屿面积全国最小，但

海域面积最大，是建设海洋强国和美

丽中国不可或缺的独特地理单元。

《中国企业报》：你在海南多年，

你认为要建设和发展三沙这样一个

年轻的城市会遇到哪些问题？

林方略：三沙市的建设和发展面

临着一系列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是战略规划滞后。三沙市成立

后，由于缺乏总体战略规划和相关政

策，维权和维稳、开发和保护、经济发

展和军力建设等矛盾没有很好理顺，

南海管理体制和问题解决机制难以

有效解决，国家赋予三沙市的作用有

待充分发挥。

二是基础建设落后。目前，除永

兴岛的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公共

基础设施较好外，西沙赵述岛、筐仔

沙洲等其它海岛公共基础设施能力

不足，严重影响到群众的基本生活，

成为制约南海开发的瓶颈。

三是执法能力不足。南海部分岛

礁被他国非法侵占，部分海域屡遭他

国船只侵扰，渔业资源和油气等矿产

资源被非法盗取，主要原因是执法装

备不足、执法人员短缺、执法基地缺

乏，执法能力已严重影响南海维权。

四是资源开发缺乏。三沙拥有丰

富的渔业资源，石油、天然气等海底

矿产资源储量巨大，具有广阔的开发

和利用价值。然而，由于缺乏综合加

工和服务保障能力，南沙渔业资源开

发严重不足，在南海深处尚没有一座

属于中国的油气平台。

《中国企业报》：应该怎样提高三

沙海域管控能力，促进三沙资源合理

开发和保护？

林方略：三沙是维护海洋权益的

战略前沿，是开发利用南海资源的重

要基地，三沙应当建成维护南海主权

和南海资源开发服务的重要基地。为

实现上述目标，我个人建议：

抓紧制定三沙总体战略规划。建

议由国家海洋主管部门牵头，会同外

交等涉海部门、军队和研究机构等，

制定三沙总体战略规划和发展规划，

理顺维权和维稳、开发和保护、经济

发展和军力建设之间的关系，通过出

台西沙群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和

渔民落户优惠政策，妥善解决军地划

界、军地管理衔接和渔民落户等问

题，推动三沙开放开发。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西沙通过

海岛生态修复和渔民安居等工程，大

力开展住房、通讯、水、电、码头等民

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进渔民生产

生活条件。在中沙、南沙建设人工设

施，择机上岛进驻。以开发促保护，以

居住促维权，推进西沙岛礁民用化过

程，达到事实上的行政管理，鼓励渔

民守岛戍边。

加强海洋维权能力建设。建议由

国家海洋主管部门在西沙选址建设集

海监维权、海岛生态建设示范及预报、

监测、卫星校验等功能为一体的海洋

综合管理基地，在中沙和南沙建立海

洋综合保障基地，提高维权保障能力。

加紧配备必要的船舶、飞机等执法装

备，打造素质高、作风好、执行力强的

海洋执法队伍，加大对三沙海域监视

监测力度，提高海域管控能力。

加快资源开发。自主和鼓励个人

或公司在南海海域从事渔业捕捞、养

殖、矿产开发等经济活动。加大对南

海油气开发的倾斜力度，引进全球知

名的油气化工企业，通过联合开采等

方式积极推动南海油气勘探、开发。

通过开发建设，强化实际存在，为三

沙市提供原动力，促进三沙市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和有效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金丝猴集团董事长赵启三

地方官员考核：食品安全问题应一票否决
常坤 本报记者 闻笛 任腾飞

在本次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总经理徐龙抛出

了全新的“微经济”概念，他认为，以微

创新、微应用、微产品、微电影、微健身、

微旅游等为代表的“微经济”，具有门槛

低、分众化、市场大的特性，将成为经济

转型发展中最为活跃的新生力量。

徐龙分析说，无线宽带和应用经

济的发展改变了微经济时代的信息流

动方式，人们日常生活中碎片化、便捷

化、个性化的“微需求”日益增长，微型

化、分布式、密集型的微经济实体逐步

成为承载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益补充，

“微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形态在社会

生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

生深远影响。

对于微经济的重要性，徐龙提出

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认为微经济时

代有几个重要特征：一是微创新成为

决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在科技高度

发达的今天，通过大理论、大发明、大

创造来改变世界的几率越来越小，更

多的将会是依靠更加精细化、个性化、

实用化的微创新来满足人们的多样化

需求，微创新能力将决定未来竞争力。

二是微创业成为经济产业的重要

组成。凭借网络的无所不在和信息快

速透明的传播特性，创意创业、智慧创

业逐步取代了汗水创业，成为微型团

队和企业解除发展束缚，获得更大发

展空间的主要方式。

三是微生活成为全新的社会生活

方式。随着物联网、智能交互等技术的

不断发展，手机屏幕逐渐代替电脑屏

幕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加工

信息的主要载体。音乐、阅读、资讯、健

康、文化等各种生活娱乐内容的创造、

传播和获取都将在各种微应用、微产

品、微设备上实现。

基于以上分析，徐龙建议要从政

策、平台、管理、培训四大层面，打造健

康、可持续的微经济发展产业生态，大

力推动微经济腾飞发展：一是出台微

经济发展扶持政策。由政府牵头，联合

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制定出台财政

补贴、税收减免等扶持政策，保护和支

持相对弱势的创业企业、个人软件开

发者、个人电商商家等微经济实体，推

动微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是打造微经济发展起飞平台。发

挥物联网、云计算能力，全力构建个人

经营者和微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创建

全新的“政、企、民”智慧服务平台，构建

起移动互联网智慧创业产业平台，推动

微创新，创造微产品，带动微产业。

三是提升微经济服务管理水平。要

不断提升各级主管部门对微经济实体

的服务管理水平，确保对微经济实体的

一体化服务、管理和扶持，使得微经济在

维护用户权益、公共利益、社会秩序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实现有序、健康发展。

四是加强对微经济实体的培训。

微经济实体具有企业分布化、办公灵

活化、人员流动化等特点，相对传统的

大规模经济组织形式，微经济实体的

资源更加缺乏。各级主管部门应加大

对微经济实体的培训扶持力度，提升

微经济实体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和

商业意识等。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总经理徐龙

发展“微经济”撬动大市场
本报记者 黄春兰

徐龙

林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