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

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要求,更好服务

广大人事代理单位、代理

人员（存档人员），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服务”，进一步升级“互联

网+人才公共服务”。经过

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现

继续推出以下线上人才公

共服务项目：

一是“存档证明”网

上申办，档案保管在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代理人

员（存档人员）（以下简称

“代理人员”），可通过中

国海峡人才网www.hxrc.
com首页“人才公共服务”

模块中“存档证明开具网

上办理”选项或“网上办

事大厅”中“出具证明”模

块，提交个人的信息，后

台审核通过后，可自行下

载打印电子存档证明；

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网上申办，代理人员可通

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 首页的“网上办

事大厅”中“档案资料复

印”模块填写相关的信

息，提交申请，后台审核

通过后，可邮寄复印的材

料到指定地址；

三是“档案资料目录

确认书”电子签署，代理人

员可通过邮寄的方式补充

“档案缺失材料”建档（需

附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后台审核通过之

后，发起“档案资料目录确

认书”电子签署到申请人

手机，实现全程无接触电

子化受理。（友情提醒：代

理人员受理的手机号码必

须是本人身份证实名制登

记的号码。）

“档案缺失材料”邮寄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

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5楼
余瑶收（350001），电话：

0591-87383061；“就业报

到证”、“大中专毕业（毕业

研究生）确定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审批表”、“年

度考核表”等材料邮寄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4楼饶

佳收（350001）；客服热线：

0591-96345。 若 有 新 的

调整变化，将及时另行通

告，敬请关注！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在此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敬请广大人事代

理单位、代理人员（存档

人员）继续支持我单位做

好工作。不在微信群、朋

友圈、微博、QQ等网络社

交圈发布传播不可靠信

息。任何与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人才公共服务相

关事项的信息以中国海

峡人才网 www.hxrc.com
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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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人就当优秀的，干活

儿就干一流的”
南纺织布厂准整车间里，机器昼夜

无休地轰鸣着。闷热的车间，普通人站
几分钟就受不了，在嘈杂的机器声里，
两个人面对面说话得大声“吼”。作为

纺织厂最艰苦的岗位，织布车间三班轮
流倒，林玲在这样的岗位上坚守了30多
年。她周而复始地围着织布机转，每天
8小时工作期间，需要来回巡视8～10台
织机，处理断经、断纬等情况。织机织
布时会遇上断经等情况，如果不及时把
线头结起来，就会出现次品。林玲每分
钟可以处理 40多个结头，不仅速度快，
而且质量高。

纺织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薪

资不高，招工难，招挡车工更难，人称

“女不进纺，男不进矿”，虽是戏言，却折

射出其中艰辛。

17岁那年，林玲进入南纺成为一名

织布挡车工。父母心疼女儿，怕她吃不

了三班倒的辛苦，她带着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豪气说：“我不怕苦，也不怕上夜

班！”父母见她如此坚决，便嘱咐她一定

要将工作做好。

当新鲜感被时间冲淡，当灿烂的笑

容被高强度劳动、闷热、震耳的噪音湮

没，林玲却暗暗发誓：“当工人就当优秀

的，干活儿就干一流的。”

林玲一直用“最好”的标准要求自

己，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刚上班那会

儿，别人一天练接线头花半个小时，她

要花 1个小时，还在自己两只胳膊上各

悬一个七八斤的重锤，练得手指上都是

线勒出的血印。她虚心向师傅们请教，

细心揣摩各种操作方法，下班后继续苦

练操作技能，只用了半个月就完成了别

人两个月才能做到的顶岗。3个月后，

她就在操作织机上成为车间姐妹们的

“排头兵”。“其实就是多下了些笨功夫

呗。”林玲说。

谈起林玲，二布机车间主任卞谦平

赞不绝口：“林玲不仅性格开朗，积极向

上，而且工作踏实，钻研技术有一股‘不

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林玲成为厂里能

独“挡”一面、技术全面的挡车工。2005
年，南纺新上喷气织机，面对新设备、新

技术，她除了向技术人员请教，还自学
了喷气织机工作原理等理论知识，根据

喷气织机运转特点摸索总结出“一比二

巡回路线”操作法，被公司采纳并推广

应用。30多年来，她做过摆梭、挡车等

多个岗位，操作过有梭、箭杆等多种织

机，上手都很迅速，并熟谙不同布料的

织布要求。

勤学苦练，屡创新标成能手

知识出技能，新绿领春风。林玲进

厂时仅初中毕业，她深知自己在知识上

的欠缺，便挤出时间，啃了好多大部头

的专业书。她常说：“时代在进步，技术

在发展，只有走在前头，做一个有知识

的当代工人才能干好工作。”

针对车间翻改，0.6P弹力品种出现

的经向断头、跳纱、断经不关车、坏车、

停台增多等质量问题，她每天提前40分

钟进车间，做好机台卫生等各项交接工

作；班中及时做好织轴质量和布面质量

的巡回检查，及时理顺绞头和经向杂

物，认真检查跳纱、跳花、杂物等疵点，

防疵捉疵，开好每台车、织好每寸布。

2009年，她全年超产24000米、下机匹分

0.65分、疵布率 0.63匹/千米，三项产质

量指标全车间第一名。

经勤学苦练，她总结出自己的一套

操作法：“两个认真、四个到、五个字、五

个好”。“两个认真”即认真执行岗位责

任制、认真检查每一寸纱每一寸布；“四

个到”即人到、心到、眼到、手到；“五个
字”即细（心细）、稳（动作稳）、尖（眼

尖）、敏（听觉反应灵敏）、快（手脚快）；

“五个好即操作及检查机械好、交接班

工作好、灵活机动处理停台好、巡回时

间配合好、机械性能掌握好。

南纺每月都有不定期的“月测定”，

林玲负责的织布车位总是事故最少的，

而她处理起事故来，速度又是最快的。

由于技术过硬，她一个人可以挡车 10
台，比一般水平多 3～4台，月产布匹 3
万多米，产量超过先进指标1倍。

在公司开展的各项劳动竞赛活动

中，她多次取得万米无疵布的好成绩，

并连续多年打破公司操作运动会纪录。

2006年 8月，她参加福建省棉纺织

行业织布（喷气织机挡车）职业技能比

赛勇夺桂冠，被授予“省棉纺织行业技

术能手”称号，还荣获全国纺织职业技

能比赛“优秀选手”。她连续五年获得

操作技术运动会单项第一名，连续四年

获得全项第一名，连续四年打破由自己

创造的操作运动会两项纪录。

手把手传帮带，推动企业发展

林玲为人厚道、诚恳。她带徒弟坚

持手把手地帮教，为帮助新员工尽快掌

握生产技术，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到车间

辅导新员工。

入厂第二年，她就开始带徒弟了。

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她不计个人得

失，“我要让大家一起比学赶超，共同进

步。”“把我的技术回报给我们厂。”这些

年，林玲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无私地把

技术传授给新招或新转岗的员工。至

今她共带了数百名徒弟，其中数十人已

成为公司级技术尖子、操作能手，她也

被大家尊称为“最会带徒弟挡车工”。

在大家心里，她的技能水平早已

“无可挑剔”，而更让大家心服口服的

是：她如沐春风的传帮带方式，为企业

的整体技能水平注入无数正能量。

鞠彦华是林玲在 1987 年带的徒

弟。林玲当时手把手教了她一个多月，

纺织车间噪音大，她就贴着耳朵耐心地

讲；车位出了事情，她马上跑过去指导

排除。一天下来，嗓子哑了，衣服湿透

了，腿也跑酸了，可她毫无怨言。如今

鞠彦华也成了厂里的技术能手，她说，

“玲姐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无私地教给

我，现在我遇到技术难题，还去找她，我

们不仅是师徒，还是好姐妹。”

跟林玲一起进厂的很多姐妹都转

到管理岗位了，以她的条件，也早就可

以调整岗位，但她舍不得离开一线。“我

已经熟悉一线的一切，当一线工人、带

徒弟感觉很好，没必要离开。”这样的低

调和从容，在她身上融为一体。

奇迹向来以汗水铺路，巡回在织机

间34年，林玲累计走的路程足以绕地球

好几圈。她身上始终充盈着对岗位和

事业的热爱，散发着新时代知识型技能

人才的独特魅力。

“作为一名一线工人，我目前要做

的，就是带出更多的徒弟，把我的技术毫

无保留地教给他们，并和他们一起，用创

造性的辛勤劳动，推动企业发展。”林玲

说。 （通讯员 仇天剑）

孜孜以求谋创新 攻坚克难促发展
——记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常海涛

“三观”契合
加入南孚电池研发团队

常海涛是陕西人。1998 年，即将从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毕业的常海涛，第一次来到位于闽北群
山中的南平市，看望在南孚工作的同
学。就是这次极为平常的访友之旅，让
常海涛从此与福建、南平、南孚结下了不
解之缘。

1998年的南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前
夕，公司状况渐入佳境，创始人陈来茂敏
锐地认识到，企业要行稳致远，只靠引进、
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根“定海神针”是不
行的。陈来茂开始狠抓技术研发，技术中
心的建设也被提上了日程，而最为困扰他

的，就是人才的匮乏。一听说有个哈工大
的电化学研究生到了南孚，陈来茂立即安
排了一次与常海涛的会面。

“那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谈话。”事后，
常海涛这样回忆。陈来茂从南孚如何从
一家总资产 200万元、濒临倒闭的小厂谈
起，谈到如何背水一战、贷款引进国外先
进的碱锰电池生产线和全套技术，从而一
举解决了企业的生死存亡问题，再谈到目
前如何斥资布局筹建技术中心，向自主创
新型企业转型，并诚恳地向常海涛发出加
入南孚团队的邀请。

自强不息的企业，富于远见的企业
家及其传奇性的奋斗历程，强烈地吸引
着常海涛。“大家对事业有共同的认识，
对发展有相同的理念，‘三观’比较契
合。关键是整个企业充满的那种奋斗氛
围，让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很有前途

的平台”1999年，常海涛毕业取得哈工大
硕士研究生学位后，毅然决然加入南孚
电池研发团队，成为南孚引进的第一位
工科类研究生。

矢志创新
铸就企业强大竞争力

1999年，刚到南孚不久的常海涛接到
第一个“大项目”，这是一个解决电池安全
性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在原日本技术基础
上进行改进、完善的项目。

“当时，南孚用的是从日本引进的全
套技术。为了打开出口市场，需要我们对
标美国有关标准，提升产品质量，特别是
要解决电池在滥用条件下漏液、爆炸等安
全性问题。这让许多人打了退堂鼓，觉得
日本那么先进的技术水平都没做到的事，
我们这个小地方的小厂怎么能做到？”就
这样，这个“烫手山芋”阴差阳错地落到常
海涛身上。

凭什么日本人做不到的中国人也一
定做不到？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老陕”
常海涛是不信邪的，他打起铺盖住进实验
室，开始夜以继日的实验、论证：周末，加
班；国庆假日，放弃；样品爆炸，换了玻璃
再来；关键阶段，通宵工作……经过奋战，
终于拿出了过硬的数据。以此为基础，南
孚的新型产品通过了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认证，出口市场一举打开，并由此
推动了国家标准的完善，带动了中国干电
池行业整体安全性的升级。

初次成功，让常海涛认识到创新对于
企业的重要意义。“产品上的每次点滴创
新，都能为企业注入新的生命力。”他说。

而南孚聚能环这一技术的推出，再次
证明了这一点。

“南孚聚能环，一节更比六节强！”这
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让人们对南孚聚能
环印象深刻。常海涛告诉我们，这小小的
一个塑料环，对干电池技术水平却是一个
巨大的提升。

长期以来，由于与电池盒中的定位弹
簧配合不好，许多国产干电池用在电动玩
具、遥控器上时，一直存在外部短路、发
热、漏电的问题，而且在某些高盐、高湿的
沿海环境下还出现自放电的问题。2002
年，常海涛带领团队，借鉴国外技术，开始
为电池设计这个小小的塑料环。“别看它
小，技术要求一点儿也不低。选择塑料作
原材料是出于控制重量的考虑，但必须解
决注塑过程带静电的问题，而且它要与电
池外面的钢壳密切贴合，这样才能达到绝
缘、锁能、节能的目的”。

几年间，常海涛带领的南孚研发团队
把“创新”深深融入了南孚的企业基因

中。2018年，南孚研发投入创历史新高，
达到8400万元，在碱性电池领域申请的专
利数达 125项之多，“是过去 29年公司专
利申请总数的 60%”，覆盖了电池的内部
构成及配方、外部包装以及生产工艺流
程；2019年，南孚又推出集 23项重大技术
升级于一身的聚能环二代电池，大电流情
况下放电时间比一代产品提高25%。

强劲的创新能力支撑了南孚产品强大
的市场竞争力。南孚研发生产的锌镍干电
池、AA型锂一次电池、锂可充电池、纽扣电
池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的电池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连续26年
稳定在80%以上，并打破了发达国家、跨国
公司在多个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

近年来，常海涛开始把目光投向更为
高端的竞争领域。“南孚是国内碱性电池行
业的领头羊。领头羊要有领头羊的担当，
要在国际市场上发出中国电池的声音。”在
他的推动下，南孚积极参与国际电子电工
协会（IEC）主导的国际干电池通用标准制
定工作，从“做产品”向“做标准”进军。常
海涛本人也被选为 IEC标准委员会会员，
成为全国干电池领域的5名会员之一。

“三力一量”
带出富有战斗力创造力的研发团队

独木不成林，一人不为众。常海涛说，
如果把创新看作企业的生命，那么人才就
是创新的源泉。加入南孚21年，常海涛最
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带出了一支
经受过市场风雨考验、非常具有战斗力和
创造力的研发团队。作为研发总监，常海
涛在这支队伍投入大量精力。他以身作
则，常常带头加班加点；他很注重传帮带，
把在技术、生产中遇到和解决的疑难问题
进行总结，形成相关标准，从而带动成员整
体业务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2015
年，他当之无愧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团队获
得全国“模范职工小家”、全国“工人先锋
号”、福建省劳模工作室等荣誉称号。

常海涛认为，要带好一支研发队伍，
带头人需要具有“三个力、一个量”。

“三个力”：一是“眼力”，能够洞察市
场的瞬息万变，根据市场需求提出和确定
研发方向；二是“脑力”，专业上过硬，不是
夸夸其谈，而是能够提出让大家认可的技
术方案、技术路线；三是“脚力”，不是光说
不练，而是在重大项目、重点任务、关键阶
段要能顶得上、沉得下，和大家一起在实
验室摸爬滚打、冲锋陷阵。

“一个量”，就是雅量，能够容得下不
同意见，对正常的技术之争能够宽容，对
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能够包容。“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做到能让、会让，”常海涛说，“工
作做得差不多了，最后临门一脚，让给团
队其它成员来完成，让所有人都（在任务
中）贡献智慧，大家的心就会越来越齐。”

在他的努力下，南孚的研发团队从他
初到南孚时由几个人组成的技术科，发展
到今天包括南孚技术中心下辖的工艺技
术部、研发部、机电工程部三大部门，拥有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等高水平人才平台，一支由教授、
博士、硕士、高级工程师组成的200多人的
技术研发团队的完整研发体系，并与哈工
大、上海交大、厦门理工等多所高校、科研
院所合作组建了一批集产学研于一体的
新型能源研究中心，发挥了推动南孚创新
发展的强有力“动力源”作用。

高瞻远瞩
抢占5G时代行业竞争战略制高点

2018年，南孚业绩取得历史性突破，
跨入30亿元俱乐部，“南孚智造”已成为新
福建的闪亮品牌。然而，辉煌的成就并没
有蒙住常海涛的眼睛。面对正在快速到
来的 5G时代，他敏锐地意识到其中对行
业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机遇。“5G时代，智
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物流、美容健康等
智能交互设备将迅速普及运用到人们日
常生活的各个场景之中，这既为民用电源
生产企业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又预示着
新一轮行业竞争的来临”。

为抢占 5G 时代行业竞争战略制高
点，常海涛未雨绸缪，抓紧筹建具有第三
方资质的南孚检测中心，加强对各种智能
设备用电特征的检测，为下一步的产品战
略性预研提供依据。同时，在推进“i 掌
门”智能门锁专用电池基础上，进一步深
耕碱性电池产品细分市场，推出更多的智
能化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礼记·大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创新之路永无止境，市场竞争背
景下的创新则更加呈现出“不日新者必日
退”的显著特征。“南孚发展到今天，靠的
是持续创新。今后，要完成企业的战略转
型，实现再造一个新南孚的目标，一定也
要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
创新。这个方面，我们团队有充分的预
见，也有充足的信心和准备。”常海涛信心
满满地说。 （通讯员 段晓川）

2003年5月，在美国劲量电池公司申请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向包

括南孚电池、长虹等7家中国电池企业在内的20多家企业发起“337调查”，指

控他们侵犯劲量公司“无汞碱性电池”知识产权，基本覆盖了当时国内干电池的

主流品牌厂家。一旦指控成立，中国电池企业对美出口的通道可能彻底关闭。

作为国内产销量、市场占有量“双第一”的行业龙头，南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牵

头应战的责任，迅速组成了由总经理陈来茂领衔，技术部、出口部各抽调一人参

加的3人应诉小组。入职南孚仅4年的常海涛，作为青年技术骨干，被陈来茂

慧眼识才召入小组，全程参与了那场后来成为经典的国际诉讼。

经过近5年的反复较量，历经ITC初裁、复审和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判决，

2008年，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南孚等中国企业大获全胜，不仅为进入美

国市场扫清了障碍，也为此后民族企业应对国际知识产权诉讼提供了宝贵经

验。而在其中挑技术大梁的常海涛，也因此迅速引起业界关注。

盛开在车间一线的“纺织之花”
——记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织布挡车工、技师林玲

在福建省南纺股份有限公司的

车间里，挡车工、技师林玲正来回穿

梭在一排排机器之间，弯腰低头熟

练地给纱打结头。

时光如梭，30多年来，林玲坚守

车间一线，在六尺机台上编织了属

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也谱写了人生

的华美乐章。她连续多年破织布挡

车喷气断经、断纬单项纪录，2006年

获“福建省棉纺织行业技术能手”称

号；2007年获“福建省技术能手”称

号和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2009年

获“南平市第七批优秀人才”称号；

2010 年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2013年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称

号。她还曾作为党的十八大代表，

为行业发展和民生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