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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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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柘荣县城郊乡熊透村，过去被称为“穷透村”，地处
偏远山区，地无三尺平，抬头就是山。“村头南蒙山，山下来龙
岗”，这里走出一个创业有成的小伙子，他叫沈朝增，30岁出
头，个子精瘦，骨子里透出一股刚毅和灵气。刚毕业的3位大
学生和家里的5个兄弟姐妹一起创办了宁德茗鼎茶业有限公
司，为穷乡僻壤的小山村燃起了希望之光。经过十几年的坚
持和艰苦努力，现在拥有多个工厂和基地，30多家门面店。

说起熊透村的主导产业，除了太子参，就是茶叶。近几年
太子参价格持续走低，甚至无人收购。穷则
思变，与“茶”结缘。2003年，沈朝增只身一
人踏上福安农校茶学专业求学路，2006年远
赴福建三和有机乌龙茶基地从事茶叶种植
加工品质评定及质量安全管控，掌握茶叶加
工及感官审评的方法。2008年至 2011年于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从事茶叶病
虫害防治以及管理。通过多年的社会历练，
逐渐沉淀，沈朝增掌握了适合自己独到的一
套生产销售茶叶的渠道。

沈朝增于 2012年返乡创业开始自主营
销茶叶，2014 年注册“二月山”茶叶品牌。
2015年在北京大兴区成立首家茶叶直营店，
并由弟弟沈朝贵驻店经营管理，2016年在北
京丰台区设立分店，并由小妹沈月颖经营管
理，2020在老家柘荣设立二月山茶叶专营店，
由妹妹沈月红经营管理，通过名下的全国30
多家茶庄建立起了稳定的客户群。

沈朝增创业的同时不忘家乡发展。当
他了解到白茶茶青价格不错，便带动村民进
行老茶园品种改良，利用学到的专业知识，
教茶农种植福鼎大白茶，并指导他们进行茶
园管理。2017年，茶青价格一路上涨。为解
决春茶抢着要、秋茶无人收的问题，沈朝增
便成立了二月山茶青加工厂，由弟弟沈朝守
负责制作加工，年收购茶青量20吨。当地茶
农的收入明显增加，茶叶成为农民脱贫致富
的主导产业。2018年以来，茶青加工厂规模
逐渐扩大，以线上线下批发为主开展茶叶营销的同时，打造乡
村茶叶旅游文化，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为了加强企业竞争力，沈朝增在培育新品种和精中选优两个
方向下功夫，2015年7月申请茶叶加工专利，2016年荣获世界月季
大会指定用茶，2018年荣获柘荣县斗茶赛白牡丹金奖，2019年荣获
柘荣县茶王赛红茶茶王，白牡丹优质奖，荣获第七届中国茶叶博览
会白牡丹金奖，海峡两岸茶王赛白牡丹银奖，2020年5月荣获中国
白茶鉴赏大赛白牡丹银奖，宁德茶王赛银奖。（通讯员 黄其瑞）

2018 年 8 月，人社部、财政部印发
2017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单位
名单，福建闽东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叶宗
贤技能大师工作室榜上有名。

据了解，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
补助经费按属地管理原则（含省属、央属
企事业单位），由各设区市在就业专项资
金中拨付，每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0
万元，保障项目建设工作有序、规范、高效
推进，实现预定的目标任务。

可以说，这项荣誉代表了电机行业的
最高水平认证。

叶宗贤自1990年参加工作以来，一
直在闽东电机生产第一线从事电机装配
工艺研究工作，并将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
应用到企业产品技术创新和科技项目申
报上。

据了解，叶宗贤先后完成一种“碳刷
滑环后置发电机结构”、一种“发电机盘式
滑环结构”、一种“联接片可调单轴承发电
机”等20多项新产品新工艺成果；对分马
力系列电动机产品改进工装，使零件合格
率由85%提高到98%，每年为企业节约资
金30余万元。2012年以来，他主持申报
成功多项国家和省市创新项目，为公司赢
得了扶持资金和20多项荣誉。

厚积薄发

凭精湛技术成为电机专家
初见叶宗贤的人，可能乍一看很难把

这个朴实无华的人与技能大师联系起
来。但是一说起电机，他两只眼睛里瞬时
闪现精光。

1986年，这位福建省屏南县青年远赴
吉林省白城林业学校，就学林业机械专

业，开始谱写他的技术人生。当初陪伴他
的那几本专业手册已经翻得发黄掉页，而
各种电机维修装配工艺和维修技术参数
已经像光盘刻录机一样深深地印在他的
脑海里，使他从一个学徒工逐步成长为电
机专家。

1990年，毕业后的他回到家乡福建，
在闽东电机三厂做技术员，负责产品技术
与工艺结构设计、生产工艺实施与日常管
理工作。之后几年，他参加了水车式增氧
机结构设计、工装制作，又主持了MQ系
列多功能木工机床的设计、工艺等工作，
并获得闽东电机（集团）股份公司 1994年
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6 年，他参加
GX-781型材切割机新产品项目的设计、
工艺工作，产品获公司级鉴定。

在这期间，怀着干一行、爱一行、精一
行的初心，叶宗贤磨练出一身过硬技术本
领。短短数年，入职不久的他凭借出色的
表现收获了无数荣誉：1990 年“优秀团
员”；1991年“优秀团员”；1992年“公司先
进工作（生产）者”；1994年“质量活动积极
份子”；1994 年“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二等
奖”；1995年“公司先进工作（生产）者”；
1995年“贯标先进”；1995年厂级“先进生
产（工作）者”；1996年“青年能手”；1996年
厂级“先进生产者”；1996年“贯标先进份
子”……

他常说：“修业必先修身，修身必先修
德放在首位。”日常工作中，他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虽然获得很多荣誉但是仍然不
骄不躁，脚踏实地地工作在第一线。每次
遇到棘手难啃的“硬骨头”，他总是随叫随
到，一声不吭冲在前方，和工友们反复研
究、反复试验，废寝忘食，直到圆满完成任
务，他脸上才隐隐露出一丝笑容。

很快，叶宗贤又更上一层，于 1997年
3月任闽东电机厂助理工程师，负责产品
技术与工艺结构设计、生产工艺实施与日
常管理工作。1997年，他独立完成了分马
力系列电动机转子压铸模的设计改进作，

对转子质量提高起到关键作用。1999年，
他完成了 Y（H160-H280）大电动机的工
艺修订工作，编写了工艺流程、工序卡片

等，同时参加TY-810汽油发电机组等结
构工装设计等。

“学技术，不是那么容易的，至少需

要十几年的沉淀。”这是叶宗贤最深刻的
体会。

学以致用

理论与技能的双重提升
叶宗贤是闽东电机厂的“秘密武器”，

关键的时候总能露一手，遇到问题总和别
人看待问题的想法不一样。他有着丰富
的工作经验，遇到问题多看、多想、多思考
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每次接到急难险
重的任务，他总是不二人选。无论任务多
么艰巨，只要他到现场，看似轻描淡写地
用钢卷尺量几个数据，就成竹于胸，难题
迎刃而解。

2000 年 10 月，他担任闽东电机厂发
电设备分厂技术科长，负责分厂全面技术
设计与管理工作。这期间，他参加了
TFDW-12kW单相无刷同步发电机出口
美国产品的结构、工装等设计，JTD同步
变频机组的结构设计等。

2004年 1月，他担任福建闽东电机制
造有限公司工艺管理，负责产品结构与工
艺设计工作。期间，他陆续参加了EC系
列汽油发电机组的结构、工装设计；T系列
二 极 发 电 机 结 构 、工 装 设 计 ，
ECT2500-6500汽油发电机组结构、工装
设计等工作，钢板壳发电机工艺流程、工
装的设计；MS/MC/MY/ML系列铝壳电
动机工艺流程、工装具的设计；GT系列拖
车电站的结构设计；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
的结构设计等工作。

认真务实、精益求精、坚持不懈的工
作态度让叶宗贤再次得到回报：荣获2004
年集团公司“工艺工作先进个人”，2005年
集团公司“工艺工作先进个人”，2006年集
团公司“工艺技术创新个人”。

2012年 5月，他任职福建闽东电机有
限公司科技发展科副科长，负责研究所日
常科技计划和项目申报等工作，主持申报
成功多项国家和省市创新项目，为公司赢
得扶持资金和 20多项荣誉，并获 2012年

福建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2014年 1月至今，叶宗贤担任公司科
技发展科科长，负责研究所日常科技计划
和项目申报等工作。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陪伴叶宗贤的一
直是“学习—吸收—创新—创造”。翻开

履历表，不难发现，他在职业发展的道路
上一直未停下脚步，勇攀知识的高峰。

2013年 9月至 2016年 1月，他参加重
庆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大
专班学习毕业；2016年4月至2018年7月，
他参加重庆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班学习毕业。

“学的越多，越觉得欠缺。只有理论
和技能的双重提升，才能让工作真正游刃
有余。”叶宗贤说。

授业解惑

手把手带出一批年轻精英
有人说，学习这件事不在于有没有人

教你，最重要的是在于你自己有没有觉悟
和恒心。叶宗贤显然是这句话的践行者。

2017年 3月，他参与撰写的论文《三
相异步电动机型式试验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发表于国家中文核心期刊《电机与控
制应用》（ISSN：1673-6540）。

在 2018年福建省百万职工“五小”创
新大赛中，他主持的项目“一种联结片可
调单轴承发电机结构”荣获创新大赛三等
奖。2018年 10月，他参与设计的“一种自
冷却油泵电机”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
实用新型专利。

近年来，叶宗贤屡屡荣获“福建省技
术能手”“宁德市第七届科技进步三等奖”

“宁德市优秀青年创业导师”“福安市职工

十佳金点子”“2017年度电子信息集团系
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车间是单调的，生产线是枯燥的，而
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实力不仅需要更多
优秀的研发人员，也需要更多有钻劲的一
线工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叶宗贤还不
忘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责任，把自己多
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相结合，将这些
宝贵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真
正起到授业解惑良师的作用。

他的修业、修身、修德的人格魅力成
为闽东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学习的榜
样，在他的带动下，大家不仅学到了高超
技术，更学到了工作、学习、为人处世的真
谛。

平日里一脸和善的他，工作中却是
一丝不苟，最基本的操作要领和工艺要
求，他都手把手地教，一遍一遍不厌其烦
地演示纠正。在他的带领下，公司掀起
了学技术热潮，涌现出一大批年轻的技
术精英，其中多人在各项技术竞赛中取
得好成绩。

利用“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师徒结
对”等形式，叶宗贤传帮带培养徒弟23人，
在培养徒弟、传授技术技能方面做出贡
献，为企业注入新动力。

“在平凡的岗位上专注工作，创造价
值，这就是我理解的工匠精神。”叶宗贤如
是说。 （通讯员 吕晓艺）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电机专家
——记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福建闽东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电机装配工高级技师叶宗贤

人物名片

叶宗贤，福建省屏南县

人，中共党员，福建闽东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电机装配工高级技师、科

技发展科科长，于 2018 年立项叶

宗贤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入选

第三批福建省优秀“百人计划”，荣

获“福建省技术能手”“福安市第八

届优秀人才”等荣誉。

叶宗贤（右）在车间做技术指导

创新创业

他是田野上的“农技铁人”，两度换肾，病魔缠
身，却30多年如一日坚守在农技科研的基层一线，
在稻田上书写自己的精彩；他是良种场上的“优秀
考官”，风雨无阻，精益求精，为我国水稻新品种推
广提供了大量准确可靠的试验数据，用忘我的奉
献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他就是沙县农业科学研究
所副所长、高级农艺师黄秀泉。

11月24日，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上，黄秀泉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
称号，载誉归来的他一回到工作岗位，立刻投奔
到自己热爱的田野中。他笑着说：“双脚踩在泥
巴上是最舒服的事。”

良种场的“优秀考官”

眼下正是育种材料整理的关键时期，每天早
晨7时，黄秀泉就来到所里，对几千份水稻育种材
料进行归类整理，并逐一进行编号比对，为明年
开春的育种做好准备。

“11月底团队刚刚完成了稻种试验任务的上
报，明年预计有 2 个优质品种能够参加省级试
验。”说起育种，黄秀泉显得有些兴奋。

沙县农科所承担着南方稻区（国家）、省、市及

有关科研院所水稻新品种的区域试验、生产试验、
引种试验、筛选试验、稻瘟病抗性鉴定等试验任

务，每年有200多个品种在这
里进行试验。黄秀泉和同事
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认真把握
试验的每一环节，确保新品种
试验的数据准确无误。

“育种并不难，但一定要有
耐心，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种子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黄秀泉说。在他的劳模工作室
实验台前，一袋袋种子摆放整
齐，每袋种子上都有一个编号，
黄秀泉戴着近视眼镜，逐一打
开倒在手上仔细观察，再拿铅
笔登记在《田间记载簿》上，最
后录入电脑。“这些编号、录入

一个都不能错，不然明年种到地里，就全白忙活了。”
育良种可遇不可求，且费时费力，干起活来从

早忙到晚是家常便饭，虽有工人帮忙，但从试验装
袋、浸种，到田间小区规划、插秧，再到之后的补苗、
施肥，作为技术骨干的黄秀泉件件都要参与。夏季
工作忙碌时，早晨四五点，黄秀泉就要到试验田里
指导农户种植，夜幕降临时，再回到办公室整理录
入数据，忙到凌晨更是常有的事。

这几年，团队逐渐成熟，所里也增加了不少
新设备，他放手把大量的具体操作移交给工作伙
伴，自己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水稻育种上。领导
和同事让他悠着点，他总是笑笑，“第二次换的肾
和我挺合的，没事。”

多年来，他主导完成了200多组、2000多个水
稻新品种组合的试验观察任务，提供水稻新品种
试验审定现场20多场次。

闲不住的“农技铁人”

出生在沙县偏远农村的黄秀泉，幼年饱受饥
寒之苦，从小他就有一个质朴的梦想：让更多的
人吃饱饭。1986年，黄秀泉从三明农校毕业，如
愿到沙县良种繁育场当了一名农技员。

1991 年 6 月，年仅 26 岁的他被确诊为尿毒
症，不得不接受肾移植手术。仗着年轻，他在术

后仍旧玩命地扑在岗位上，白天田间调查，晚上
电脑统计分析，发现异常第二天及时复核……

然而无情的病魔并未远离他，仅仅一年后，移
植的肾出现排斥，他苦不堪言。1999年底，移植的
肾完全丧失功能，经抢救，医生又一次将他从死神
手中夺了回来。隔年，他做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两次换肾和长期的抗排斥治疗，导致机体免
疫力严重下降，造成许多脏器不同程度损伤，他
患上了高血糖、肠胃病等多种并发症，视力下降
得厉害，放大镜、老花镜已与他寸步不离。即便
如此，患病期间他仍一心扑在岗位上，白天田间
调查，晚上统计分析，有时一天仅睡四五个小时。

现在，他每天要吃七八种抗排斥药物，每两个月
要去福州检查。为了不耽误工作，他总是提前一天
坐车去福州，第二天一早检查完就回沙县继续工作。

今年的水稻育种暂告一段落，只等着将收集
回来的育种材料进行整理分类，但闲不下来的黄
秀泉有了新“功课”。所里和三明农校合作进行果
树栽培新技术研究，运用有机栽培、套袋种植、绿
色种植等新技术，应用在乡村旅游、采摘、家庭种
植等方面，助推乡村振兴，他也承担一部分任务。

试验田里，夏茂花奈、芭乐、山东桃……2000
多株各式各样的果树也成了他的“宝贝”，每天上
班他都要到田里看看果树的生长情况，一有时间
他还到处找新的品种进行栽培，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所 20世纪 90年代初的时候在这方面
是强项，最高峰有近 60万株枝苗，后来这块业务
弱化了，这几年所里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也补充
了一些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们就想把这块业务
重新捡起来。”黄秀泉说。

这次前往北京参加表彰大会，他第一次走进
了心驰神往的人民大会堂，尽管已经回家多日，
但回忆起党和国家对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给予的
最高规格待遇，黄秀泉仍难掩激动心情。“习总书
记在会上说，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
让我备受鼓舞，久久不能忘怀。今后，我将保持
本色，继续奋斗，为农民增产增收做一点贡献，这
就是我活着最大的幸福。” （通讯员 许琰）

全国先进工作者风采

双脚踩在泥巴上是最舒服的事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三明沙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黄秀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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