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彦炳，福建省第六批“百人计划”
入选者，福建省高层次B类人才。2010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获理
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福建龙新三维阵列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

2017年，郭彦炳在龙岩经济开发区
创立福建龙新三维阵列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拥有独创的三维阵列专利技术，
致力于挥发性有机物催化剂和柴油尾气
氧化催化剂的研发和生产。

郭彦炳自美国留学归来，在专业领

域科研成果突出。他希望把自己的技术
研发成果进行市场转化，推动技术成果
实现“从零到一”的实质性转变。2017
年，他选择到龙岩来实现这一梦想。如
今，他在闽西这片红土地上干事创业，致
力于环境催化领域的产品研发与市场转
化，为还天空一片蓝、建设美丽中国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郭彦炳坦言，面对全国各省市抛出
的橄榄枝，最终选择落地龙岩，是自己慎
重考虑的结果，“龙岩是著名的革命老
区，更是一片创新创业的热土。在项目
落地前，人才发展集团的领导多次专程
来找到我，为我讲解龙岩各方面的优惠
政策以及后续的企业服务保障，让我切
实感受到了他们的真挚诚意，为我解决
了后顾之忧。特别是龙岩市委出台的人
才强市战略，对我们创新创业人员给予
很大的支持，也是深深地打动了我。同
时，龙岩也是全国非常重要的环保产业
基地，为我们来龙岩创业提供了非常好
的外部环境。”

2017年 6月福建龙新三维阵列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以来，郭彦炳倾力组建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团队，在原有技术
力量基础上，引进高层次科研人才王思

博博士——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材料科学
专业博士、福建省高层次B类人才，进一
步壮大了团队的研发力量。

作为一个初创企业，团队核心成员
的凝聚力和执行力是非常关键的。郭彦
炳注重锻造和提升团队的综合软实力，
一是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确保团队成
员意见及时互通，最大程度地统一团队
成员的步调，共同进步；二是充分授权，
让团队成员能够尽己所能地发挥才智，
充分将个人力量转化为团队力量，推动
生发技术领域新成就；三是授人以渔，郭
彦炳提到：“我更注重的是每个人在每个
项目过程中学会了什么、做出了什么、得
到了什么，只有使团队每一位成员具备
求知的能力，才能在今后的创业工作中
不断掌握主动权。”

目前，我国在很多产业领域所使用
的高端催化剂大多还是进口产品，价格
昂贵，国际市场垄断现象明显。而郭彦
炳团队自主研发的低温高效纳米阵列催
化剂，突破了行业内的技术壁垒，填补了
中国在催化剂领域的技术空缺，创造性
地改变传统涂覆技术与工艺，使整体式
催化剂具有低起燃温度、高机械稳定性、
低生产成本和长使用寿命的优势。

郭彦炳带领团队，以新技术、新产品
突破垄断，进入市场，打造属于自己的环
境催化品牌，已经成功完成产品研发、性
能测试以及规模化生产工艺的开发，且
产品已经投入市场，预计三五年后，实现
产品销售过亿元，纳税1000万元。

“环保催化产业发展前景远大。”郭彦
炳说，“新时代以来，生态环境保护倍受国
家重视，十九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打赢
蓝天保卫战’，表明了党和国家对治理大气
污染的信心和决心。随着国家对大气污
染排放控制标准的实施，对催化剂也提出
更高的要求，而我们研发的环保催化产品
将有效对标国家战略。”

目前，福建龙新三维阵列科技有限
公司的挥发性有机物催化剂系列产品已
投入市场，致力于高效稳定挥发性有机
污染物的治理，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
可。下一步，该公司将深入开展汽车氧
化催化剂与室内空气净化产品的研发，
为客户提供高效专业的定制化空气净化
产品；与境内外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
技术研究与开发合作关系，加快推进新
技术的突破和新产品的研发，为“打赢蓝
天保卫战”贡献智慧与力量。

（来源：闽西党旗红微信公众号）

在闽西这片红土地上干事创业
——记福建省第六批“百人计划”入选者郭彦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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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日下午，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漳州工作部党支部携手
共建单位漳州市芗城区新桥街
道元南社区党总支，开展“文明
实践在行动，携手共建助创城”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如图），为
元南社区辖区居民创造整洁优
美、文明有序的环境，推动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

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
手拿各种工具，对辖区内卫生
死角、绿化带杂草垃圾及非机
动车辆摆放等进行整治。大家
不怕脏、不怕累，干劲十足，经
过努力，辖区环境卫生有了明

显的改观。志愿者还向居民耐
心细致地宣传、讲解创城的相
关知识，呼吁居民以城市主人
翁的责任感，从我做起，从现在
做起，为漳州市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

志愿者以实际行动投身到
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区的活动
中，充分发挥漳州工作部党支部
与元南社区党总支共驻共建、资
源互融的作用，让辖区居民广泛
参与到创城活动中来，拉近党员
和居民的距离，营造人人知创
城、人人投入到创城的良好氛
围。 （通讯员 钟秋燕）

“不要拉我，等下连你们都被拽下
来！”孙丽美大喊。

这是她又一次在风雨中逆向而行。
最后一刻，她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

却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44岁。

生死一刻，她还想着别人

大雨滂沱。
今年 8 月 6 日，台风“卢碧”来势汹

汹。宁德市霞浦县松山街道古县村金沙
溪上，一座水泥桥涵洞被杂物堵塞，水位
快速上涨，渐渐淹没农田。

“如果不及时排涝，乡亲们半年的辛苦
就白费了。”14时许，村党支部书记孙丽美
叫上三位同事，匆匆赶到桥边。一踏上水
泥墩，他们就俯身清理涵洞中的淤积物。

“丽美！”村委会主任孙万进一声惊
呼。驻村第一书记樊丽丽抬头一看，湍急
的洪水已把孙丽美卷下桥，奔涌的水流瞬
间没过她的胸口。

三个人赶紧伸出手，拉住孙丽美。无
奈涵洞水流吸力太大，加上水草缠绕，只
感觉一股强力要把桥上的三人也拽向水
里。

生死关头，熟悉水性的包村干部汤辉
跃入水中，用力托住孙丽美的身体。

“你快上去，你快上去！”孙丽美声音
急促。话音未落，汤辉已被卷进另一个涵
洞，冲向下游十几米开外。

等到汤辉抓住水草片刻喘息，再次下
水救人，已经寻不到孙丽美的身影……

“阿美书记……阿美书记……”数百
名村民闻讯赶来。一些村民绑上绳子，下
水找人。一些人沿着河道，喊啊找啊。最
终，孙丽美的遗体在金沙溪下游被发现。

“阿美书记怕把我也拉下去，中途还
放开我的手，去揪旁边的杂草。”樊丽丽的
诉说，让乡亲们湿了眼眶。

“如果可以，当初应该陪她休个假
啊。”丈夫杨亮顺懊悔地说。

今年五一前，孙丽美两次提出请个
假，和亲戚借辆车，一家三口自驾到武夷
山玩两天。可是杨亮顺担心耽误田里杀
虫，没能成行。

就在8月5日，孙丽美牺牲前一天，杨
亮顺冒雨摘了几百斤西瓜，运到县城卖。
家里老人生病住院，他忙里忙外，不愿打
扰她的工作。

对孙丽美的忙碌，儿子杨鑫起初不理
解，后来渐渐习惯。出事那天，孙丽美一
早要送村里老人到县城打疫苗，问儿子要
不要顺路送他去姑姑家。没想到，这竟是
母子俩最后一次对话。

母亲去世后，很多人看到杨鑫都会
说：“你妈妈是个好书记，是个好人。”孩子
这才知道，原来妈妈在别人心中有这么重
的分量。

刚柔相济，村民愿意跟她走

古县村 3000 多人，孙、林、杨是三大
姓，常因宗族事务起纷争。

“不管做什么工作，总能赚几千元，何
必当村支书得罪人？”3年前，孙丽美高票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丈夫却不支持她“
浑水”。

作为村委会主任的孙万进犯嘀咕：
“一个女干部能做啥事儿？到时活儿都派
给我，我得累死！”

不到3个月，孙丽美就让孙万进“佩服
得不得了”。

“那么多人违建，有的面积比我的还
大。为啥你就盯着堂哥我？”河道整治遇
到“自家人”孙笃住违规建设蔬菜网套厂，
孙丽美三番两次登门做工作。

亲戚劝她“变通”：“略拆一点点，等
‘风头’过了再盖起来。”

孙丽美不肯：“哥，你要支持我，不然
后面工作很难做。”

“别人只管拆，她拆的同时还帮着建，
一趟趟到街道帮我跑手续。”孙笃住最终

被这份诚心打动。
村中事务敢“碰硬”，凭的是一杆公平秤。
亲叔叔上门申请低保，孙丽美一口拒

绝：“村里还有比你更符合条件的人。”
亲侄儿央求“早点儿入党”，孙丽美直

言相劝：“你还要继续考察，况且入党不是
我说了算，需要支部全体党员投票通过。”

“得罪也好，不得罪也好，丽美认为公
平的就去做。很多村民最后都服气。”杨
亮顺慢慢开始佩服妻子。

“看她风风火火，其实心又很细。”曾
经负责联系古县村的沙江镇副镇长王少
青说：“阿美心里有一本账，每家每户的情
况都记在心上。”

算经济账，谁家果园种了几亩柑橘，
谁家地里种了几垄玉米，谁家池塘收获了
几担莲子，谁家院子养了一群土鸡土鸭，
她都一清二楚。

记扶贫账，古县村 29户贫困户，她随
口就能说出哪户家里几个人、电话号码多
少。谁家种粮补助申请还没交，她打电话
催；谁家小孩上学有困难，她敲开门了解
情况想办法。

随叫随到、随到随办，孙丽美常常像
一阵旋风，带走群众的烦恼，又像一支火
炬，留下持久的温暖。

全村老百姓渐渐都亲昵地称她“阿美
书记”，愿意把愿望和诉求说给她听。

“好的带头人，应该带好一班人。”孙
丽美特别注重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从带领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到建立“古
县村党员交流群”，再到培养后备干部队
伍，村两委班子和党员拧成了一股绳，带

起了一股劲儿。
3年间，她发动党员和致富能人办起

专业合作社，建起蔬菜冷库，推介村民去
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1.8万元增长到
2.4万元。

建公厕、修道路、装路灯、治理河
道……村里老人赞叹，桩桩件件，做的
都是老百姓叫好的事。

为人民服务，她最深沉的誓言

每天早上6点多，孙丽美就骑着“小电
驴”出门，经常提前一个多钟头，就到达村
委会大楼。

风雨无阻，三年如一日。有人和她打
趣说：“这么一天到晚守着村委楼，是怕大
楼被村民搬走吗？”

日复一日，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下田干农活没有准点儿，可是不管啥
时到村委楼办事，阿美书记他们都在。

发现村民为一件小事城里村里两头
跑，孙丽美专门争取了补助资金，在村委
楼二层设立便民服务窗口，她自己从三楼
的“书记主任室”，搬到窗口第一个位置办
公，只为“这里离群众更近一点”。

发现村民大多下了田晌午才来办事，
孙丽美便放弃了午休时间，匆匆去小店扒
一碗米粉，有时干脆不吃午饭。

“她说我们老远跑一趟，不能让我们
等。”家有残疾孩子的王丽娟在孙丽美的
帮助下，申请到村里的公益性岗位工作。

“你说她好在哪儿，一个把老百姓当
亲人的干部她怎么能不好！”因病欠下外
债的彭则安几乎已让女儿放弃了大学梦，

当时还是村计生管理员的孙丽美主动帮
他们联系到补助，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2004
年开始当村干部扎根家乡建设的孙丽美
深知，“土地辛苦，人更辛苦”。

古县村地处大山深处，2020年由于疫
情影响，3000吨花菜面临滞销。孙丽美第
一时间联系县里有关部门获取车辆通行
证，又对接客商打通销售渠道，并安排贫
困户的农产品优先销售，最终把菜农损失
降到最低。

“丽美年龄比我小，个头比我小，但干
劲比我大，我服气。”孙万进记得，阿美书
记和大家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正月十五，为
了修改一份国道修建的征地文件，加班到
晚上10点多。

有人调侃：“咱们过的啥元宵节？”孙
丽美却认真地说：“老百姓利益攸关的事
儿，等不起！”

孙丽美生前办公桌上，摆满了疫情防
控、三农政策、项目征地确认表等材料。
出事前，她还在忙着村内房屋安全隐患排

查、公路工程项目征地、疫苗接种动员等
各项工作，繁重琐碎，她却耐心又投入。

如今，村干部仍会默默把她的桌面擦
干净，仿佛她还会急匆匆地冲进来，埋下
头坐到那里。

“阿美书记总说‘事情没办完，我睡不
着’，她就是这种性格。”孙万进说。

有着11年党龄的孙丽美，留下的话语
掷地有声：“我是个支部书记，更是一个党
员，为人民服务是理所当然。”

当选村支书时，儿子杨鑫遭遇车祸，
脑膜外出血。半年时间里，儿子在外地医
院间辗转。她只探望了几次，就把照顾康
复的任务“甩”给家人，赶回村里上班。

有同事调侃：“你为了工作连儿子都
不要啦。”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儿子杨鑫长期“寄养”在县城姑姑家，有
时回家看到妈妈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满满的
心疼。他很想对妈妈说：“您对自己好点。”

孙丽美走了。但，她又没走，她的美
将永远留在亲人和乡亲们的心间，永远永
远…… （来源：新华社）

永远的“丽影”
——追记宁德霞浦县古县村原党支部书记孙丽美

孙丽美（左）走访共产党员户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直属事业单
位：福建人才职业介绍中心、福建省绿
波生物技术开发中心等2家，依据《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
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2021年9月2日起90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2021年9月2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携手助推文明城市创建携手助推文明城市创建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漳州工作部开展社区共建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漳州工作部开展社区共建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