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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能获得‘麒麟山英才卡’，不仅是
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公司和团队
的褒奖。”在李韶雄的带领下，福建科宏生
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长为中国乃至全球
最具规模的三氯蔗糖生产厂商之一。这家
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民营科技外向
型企业总资产达 5.57亿元，年产三氯蔗糖
2000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创新型
企业、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
业、福建省科技小巨人各种荣誉称号不胜
枚举。

“永葆工匠精神”，科宏生物企业价值
观中的这句话，不仅是科宏生物始终坚持
的企业精神，也是对李韶雄30年如一日精
钻细研最好的诠释。

科宏生物的员工们都称呼李韶雄为
“李所长”。原来，在成立科宏生物之前，李
韶雄在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担任所长已
近十年时间。在“企业家”的称号之前，李
韶雄首先是一名“技术专家”。

1982年，从小就对化学兴趣浓厚的李
韶雄从广东工业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后，进
入了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工作。

“做科研，大部分时间是枯燥无味的，

同一个实验要重复成百上千次，要习惯孤
独，更要习惯失败。但是最终获得成功的
喜悦，也是别人感受不到的。”

正是这样的坚持和信念，让李韶雄在
科研的道路上慢慢有了成绩，1988年获广
东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89年获全国发
明展览会银奖，1998年获广东省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被授予“广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专
家”荣誉称号，1999年获国家人事部授予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
号，199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先后
主持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AK
糖制备工艺研究、高甜蔗糖的新工艺开发，
这两个项目研制成功后，通过小试、中试试
验，均成为年产值超亿元的产业项目，获得
新型食品保鲜纸、AK糖制备工艺、三氯蔗
糖生产技术等三项国家发明专利。

2003年，恰逢体制改革，李韶雄带领研
究所的成员们成立了科宏生物的前身——
广州科宏食品添加物有限公司。得益于对
三氯蔗糖等食品添加剂多年的研究成果，
公司很快发展壮大，填补国内行业空白，开
拓新的市场。2008年，福建科宏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采用公司专利技术制

造的三氯蔗糖产品受到国际市场的普遍好
评，与国内外众多五百强企业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在国内外多地设有公司分部。

“做企业和做研究一样，都会遇到挫
折，都需要坚持。我常常和公司科研团队
的年轻人说，做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没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坚持，是不可能出
成果的。”

李韶雄重视培养年轻人才，在他看来，
现在最重要的是“传帮带”。公司拥有一支
60余人的科研团队，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1名，国家突出中青年专家兼科技
部创新创业人才1名，博士2名，硕士15名，
是福建省首批“引进高层次人才创新团队”。

如今，年过花甲的李韶雄依然坚持带
领团队创新技术，在他看来，只有创新才是
企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源泉，坚持
是他一以贯之的课题。

当问起李韶雄从事科研工作以来最为
印象深刻的事情，他说：“我并不觉得有哪
一天最为特殊，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对于我
来说都是重要的，失败也好，成功也好，都
是我的收获。”

（来源：三明市融媒体中心 作者：邹雯）

勇于尝试

推动电信技术发展

2011年，福建光网城市建设大步
向前，光纤宽带装机量翻倍增加。有
维护人员反应，终端在安装调试过程
中缺少明确的提示，大量时间耗费在
调试上。对此，负责牵头终端测试工
作的王冬玲提出重构终端界面提示
的想法，“如果网络的各种参数都一
目了然，装维效率自然可以提升。”

说易行难。重构终端界面首先
要进行终端测试，一款终端要匹配不
同的软件版本、网络节点，需要反复
比对、模拟、验证上百种情形。更何
况，面对的是不同厂商不同批次的产
品，这样的工作还没有人做过。

“不试试怎么知道？成了是好
事，不成就当积累经验！”抱着这样的
心态，王冬玲和队员多方走访、收集
客户问题，分析大量数据。她不仅要
负责终端测试的方案制定、报告梳
理，同时还是具体测试工作的主力。
很快，涉及当时所有上线终端多个软
件版本的“诊断报告”出炉，受到终端
厂商的一致认可。

通常而言，终端测试的诸多工作
本属于厂商品控的范畴，但为了更好
地磨合终端和网络，提升宽带用户的
感知，王冬玲和所在团队的技术人员
都不约而同地自我加压，做了很多

“分外”工作。
“分内分外的事都做，不觉得亏

吗？”有人这样问王冬玲。“没有什么
亏不亏，有这么多优秀的同事并肩
作战，服务效率提升了，这就值得。”
她说。

凭借着“诊断报告”的积累，团队
承担的“光网终端配置规范和终端界
面优化”工作开展得得心应手。这项
工作是福建公司“光网城市建设中的
工具创新和技术改进”项目的主要内
容之一，该项目获得中国电信集团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投入使用后为
公司节省上千万元的装维费用。

2007年至今，王冬玲牵头组织多
项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福建公司下
发 的 软 交 换 、IMS、LTE、VOLTE、
NB-IOT、5G等方面的测试、研发及
商用部署工作，获国家发明专利13个
（其中 6个为第一发明人），专利成果
经济效益显著。

不懈创新

树立省内5G创新标杆

永春九牧基于 5G+工业互联
网，打造工业 4.0 智慧云工厂；福建
铁拓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5G 智
能制造产业园数字化改造，实现提
效降耗……在泉州的一大批标杆示
范智能化、数字化改造项目过程
中，都能看到王冬玲和团队忙碌的
身影，他们结合企业对数字化的认
知水平，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数字
化转型方案，做到因企施策、一企
一案。

传统陶瓷制造是高能耗、劳动密
集型行业。2019年，在经过三四个月
驻点九牧企业、详细了解生产工序及
走访调研的基础上，王冬玲带领技术

团队以企业“痛点”问题为切入点，以
“场景+方案”的模式，制定数字化转
型的场景化规划。目前，九牧5G智慧
园区已实现电信5G网络全覆盖，并基
于天翼云、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大数
据、MEC（边缘计算）等前沿技术，先
后落地生产设备管理、产线能耗管
理、智慧仓储、自动质检等九大类场
景22项创新应用，为卫浴生产的各个
环节注智赋能。

在铁拓机械，企业管理人员提
出：“能否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可以随
时监管生产设备效能情况，减少设备
空转率，降低设备用电能耗？”王冬玲
与团队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设备没
有实现网络化的基础上，在短短两周
内为企业定制开发了基于用电的设
备稼动率管控产品，助力生产设备稼
动率整体提升 20%。在团队的努力
下，5G赋能铁拓机械关键生产、园区
管理环节实现初步成效，能源利用率
预计复合降低8%，运营成本复合降低
8%。通过充分融合 5G、云计算、AI、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对工厂园区进行
资源整合和优化，解决了高能耗、协
同难、效率低等问题。作为中小企业

“智”改典型，铁拓的智能化转型经验
在其他中小企业进行复制推广。

近年来，王冬玲团队以泉州本
地行业为切入点，通过驻点企业、了
解生产工序、调研企业痛点问题等
手段，开展设备或工序的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改造的技术攻关，牵头
制定实施系列高性价比、可快速部
署使用的场景化解决方案，有效地
将 5G、大数据、AI 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进行融合，有力推动产
业数字化升级。

在九牧良瓷5G工业园区，她累计
输出8个基于5G工业融合创新应用，
项目入选“2020年工信部的工业互联
网试点示范项目（5G 工业互联网方
向）”。在华宇织造龙湖厂区，她牵头
开通福建省第一张基于 5G切片的企
业专网，帮助华宇突破机器质检的行
业难题，实现经编工业视觉在线监测
技术。

她带领团队提出的“5G工业互联
网安全管控解决方案”和“陶瓷行业
5G全连接标杆九牧良瓷智慧工厂”项
目，在2021年第四届全国“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中分别荣获全国总决
赛二等奖；“5G云网赋能企业数字化
转型孕育福建工业企业新基建新动
能”，在 2021 年福建省百万职工“五
小”创新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由于业务能力突出、服务成效显
著，她在2016年被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授予“十二五”优秀科技创新工
作者称号，在2018年被福建省总工会
授予五一巾帼标兵称号，在2020年12
月被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聘为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专
家组专家，2021年获得福建省五一劳
动奖章。

“能够发挥技术专长，以数字化
赋能企业发展，我觉得很荣幸，也深
感重任在肩。”王冬玲谦逊地说，她将
与团队成员继续在 5G解决方案领域
不断突破创新，服务企业转型发展，
助力产业迭代升级。

（来源：福建科协）

坚持是最好的捷径
——记福建科宏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韶雄

推进技术创新的实力担当
——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高级工程师王冬玲

今年4月18日，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正式公布47个“2021年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在福建入选的3个案例中，有2个是来自泉

州的王冬玲团队做的解决方案。

王冬玲是中国电信集团的高级工程师，长期专注于VOLTE、NB-IOT、5G、工

业互联网等通信新技术、新应用的研究及应用推广工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工伤保险工作，强化企业守
法用法意识，预防及降低各类工伤和职业伤害的发
生，合理保障企业及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7月 7日
下午，福建海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峡人力”，股票代码：837983）特邀福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组织开展“工伤保险进企业，织密保障安全网”主
题知识讲座活动。20多家与海峡人力重点合作企
业人力资源部部门领导及人资专员参加。

“为让客户拥有更好的参加活动体验，公司对
活动进行周密的事前策划，安排专属客服经理引导
各重点合作企业参加活动代表，对日常服务工作中
常见的问题与疑难点，做了面对面沟通交流。”海峡
人力工作人员介绍。

活动伊始，海峡人力总经理欧振作开场欢迎致辞
（如图1）。他说：“感谢合作企业对海峡人力的信任与
厚爱，建议今后我们以常态化形式开展交流。诚挚邀
请合作企业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越走越亲，在深
度交流中提升彼此的共同价值，实现合作共赢。”

活动现场，市人社局工伤保险处主任郭彦熙深
度解读《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如图
2），以工伤保险政策为重点，从“工伤保险概述、工
伤认定政策、工伤认定相关意见解释、案例评析”四
个方面展开讲授。接着，市人社局劳动能力鉴定中
心副主任董玉婵就工伤认定内容（如图3），结合参
考案例对劳动能力鉴定的相关具体业务知识进行
解析；工伤保险科副科长范丹详解关于工伤保险待
遇支付的报销业务知识。最后进入问答时间，各合
作企业代表积极举手提问，气氛热烈。市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对企业代表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为
企业梳理了工伤认定中的疑难点。

活动最后，海峡人力员工福利商城“好福兜”和
“海峡人力 app”项目负责人在现场作项目及功能介
绍与讲解（如图4），让客户更直观了解海峡人力数
字化平台发展情况，深入了解海峡人力的“3+N”产
品体系、线上线下两个平台体系和大客户支撑服
务。他们表示，海峡人力将一如既往坚持“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服务理念，全力精准解决客户需求。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弘扬了
“企业关爱职工、职工热爱企业”的和谐文化，营造
了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
氛围。参加活动的企业代表陈先生说：“这场活动
不仅加强了我们合作企业与海峡人力的粘度，而且
有效提高了企业对工伤的认识，强化了企业的防范
意识，降低了用人单位风险。”

欧振表示，海峡人力作为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
提供商，将根植于构建人力资源服务的生态圈，着
力培育B+C端商业化运营模式，构建人力资源一站
式生态圈，依靠产业链整合培育新优势、新影响力、
新价值，努力发展成为生态链赋能的人力资源服务
领先企业。 （通讯员 卢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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