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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北京5月20日讯 记者苏民 牛瑾报道：第十六届中
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5月21日正式拉开帷幕。5月21日
下午，主题报告会将首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从 22 日开
始，科博会 6万多平方米的展览、8场高端论坛、11个专场推介
交易活动将举行。本届科博会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主题，
首次参展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将展出载人航天和探月工
程、全球北斗导航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等科技成果。

据了解，本届科博会重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结
构调整中的重点领域，集中展示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
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科技成
果。期间，来自 11 个国际组织以及美国、英国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50 余个政府、科技、工商代表团将专程参会；国内
30 多个省区市组团全面参与，2000 多家来自国内外的高新
技术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
开发区将参展科博会。

来自北京科博会的报道

第十六届北京科博会大幕将启第十六届北京科博会大幕将启

有人说他“痴”，因为他 30 年来在同
一个工作岗位上从没挪动过，总是在“原
地踏步”；有人说他“专”，因为他 30 年来
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做得有声有色。30
年来他坚守在维护社会稳定第一线，恪守

“一心为民解忧难”的准则，化解千家纷
争，被群众称作“乡村判官”。他就是江西
省芦溪县宣风镇副镇长、法律服务所所
长、首席人民调解员杨斌圣。

1983年，杨斌圣从部队退伍到宣风镇
担任镇司法助理员。“清官难断家务事”，家
庭邻里的纠纷，处理不当就会变成影响和
谐稳定的大事。人民调解员的责任与担当，
让杨斌圣领悟到“带着感情去做事，你才不
会烦。从事人民调解工作，最需要耐得住寂

寞，而不要去想升官发财。”30 年来，他以
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己任，
哪里有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

宣风镇有一户甘姓人家，有 6 个儿
子，老四和老五因分家反目成仇，经常吵
闹。一天，盛怒之下的老五在老四的家门
口挖了一口粪窖，左邻右舍怎么劝都没
用，眼看兄弟俩就要打“生死架”。获知消
息的杨斌圣急匆匆赶到现场，拉住兄弟俩
的手说：“都坐下来，亲兄弟动手动脚像什
么话！”弄清楚事情原委后，杨斌圣语重心
长地说：“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自家
兄弟为点家产闹得个四分五裂，被乡亲们
背后戳脊梁骨，值吗？”通宵劝说后，在杨
斌圣主持下，甘氏兄弟将宅基地、财产等
进行了再次分配，均无异议。

人民调解不是简单的息事宁人，需要
高超的技巧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宣风镇竹
垣村与宜春市西村镇庶桑村由于属地不
同，两个村为了一片河沙开采结下了很深
的积怨。两个村曾因争河沙起了纷争，各

自纠集了几百人要“比个高低”。得知消息
后杨斌圣带着同事一路小跑赶到现场。凭
多年的调解经验，杨斌圣最终让甘某放下
了棍子。平息事态后，杨斌圣趁热打铁，把
双方代表请到一起进行调解。最后，双方
一致同意杨斌圣提出的搁置争议、互不采
沙、共同维护的处理办法。事后有人问杨
斌圣，你当时害怕吗？他说：“那场面怎么
能不怕呢？可我做的就是调解工作，我没
有退路。”

30年来，杨斌圣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
纷 3700 余件，有效遏制和处理了群体性、
突发性事件 300 余件，防止民转刑案件
200 余起，为外出农民工维权挽回经济损
失累计 3600余万元。

2011 年 3 月 ，杨 斌 圣 诊 断 为“ 右 肺
癌”，两次进医院化疗，但他仍然坚持工
作。他的手机始终 24 小时开机，他说：“群
众已经习惯有事找我，所里找不到就到家
里，白天找不到就晚上上门。看到他们平
平安安，我才能安心。”自患病以来，杨斌

圣协调处理矛盾纠纷不下 400件。
在调解工作中，杨斌圣给自己制定了

“不坐卧铺、不住宾馆、不下馆子、不收报酬、
不打的、不抽烟、不喝酒”的“七不原则”，并
严格遵守“不私立章法、不徇私舞弊、不接受
吃请、不收受礼物、不铺张浪费、不泄露隐
私、不计较报酬”的“七不”工作纪律。杨斌圣
说：“只有自己站正了、站直了、站平了，调解
起来才能正、才能直、才能平。”

杨斌圣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他先
后获得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模范司法所长、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
国“我为和谐作贡献”人民调解主题实践
活动先进个人等 40余项荣誉。

宣风镇 2009 年设立了江西首个以个
人名字命名的“杨斌圣群众工作室”，目
前，芦溪县已在县、乡 （镇）、村 （社
区） 3 级建立了“斌圣群众工作室”160
个，“杨斌圣群众工作室”成为当地化解
社会矛盾的“减压器”，融洽干群关系的

“连心桥”。

春 风 化 雨 解 民 忧
——记江西省芦溪县宣风镇副镇长、法律服务所所长杨斌圣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李运球

（上接第一版）

为了建这座港口，中国石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张成伟
的办公室里，合作过的研究机构的牌子有几十个。“3年中我们
先后聘请6位院士、3位国家设计大师和百余名专家，组织十几
家国内外权威机构，开展了30多项海洋工程前期专项研究。”

该项目填补了国内海洋工程建设领域多项空白，建成了世
界最长的 LNG 卸载钢栈桥和世界接卸最大 LNG 船的专用码
头，首次在长江口北岸这一公认的建港禁区建成了第一个离岸
式10万吨级深水海港。

港口建成后，中国石油又开始谋划自主建设LNG项目，以
带动相关设备产业国产化发展。“记得 2004 年在香山开会研
究如何实现项目材料国产化时，我还不是很认同。建 LNG 我
们都是进口国外的技术设备，从没有自己建设的经验可以借
鉴，更别说用国产的材料，作为项目经理，在我的项目上推广
国产化，我有些担心。”张成伟说。

首先实现突破的是LNG储罐“内胆”用的Ni9钢铁。Ni9钢
铁在低温领域应用广泛，长期被欧洲一家企业所垄断。通过中
国石油与太钢集团的合作，现在我国已经有4家企业可以生产
Ni9 钢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3 年里，LNG 项目的主要材料
100%实现国产化，经过两年的投产运行，质量安全可靠。”张
成伟说，“幸亏当初硬着头皮执行了总部的战略规划，通过这
个项目我们得以打破国外垄断，推动技术创新，提升了我国整
体国产化水平。”2011 年 11 月，项目正式投产和商业运营，第
一年的冬季就表现得相当出色。2011 年 12 月，码头共安全
接卸 7艘 LNG船，创单月接船最多纪录。

“其实，我们输气越多越亏钱，采购进口ＬＮＧ调峰价格相
当高，平均一方气亏两元钱，两年下来集团亏损了200亿元，但
对于中国石油来说，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是我们首要任务，是
企业应尽的职责，我们还会这样坚持做下去的。”张成伟说。

（上接第一版）不仅挤占货款的情况时有
发生，一些销售人员甚至在货品售出后，
采用“调包”的方式，从市场收购一些假冒
货品打包装箱，退回总部骗取货款。为
此，鸭鸭集团在重新拓展市场的过程中，
开始采取“企业拿小头，销售商拿大头”、
上不封顶的销售绩效管理，此举大大激发
了销售人员和经销商的积极性，相当一部
分销售人员和经销商的年收入也因此跃
上百万元级。

“‘三子’落下，满盘皆活。”李晓刚这
样评价鸭鸭集团这一被业内视为奇迹的

“起死回生”：“很多人都把纺织服装看作
是传统制造产业，是夕阳产业。但在我
们看来，只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市场开拓
精神，传统制造业依然可以做得充满朝
气。”

这几年，纺织服装外需市场急剧萎
缩，但共青城这个辖区面积只有 308 平方
公里的弹丸之地，不仅乘势集中了江西省
70%以上的纺织服装品牌，大部分企业还
都“活得不错”。

锦兴纺织是共青城的另一家领军企

业。近年来他们只专注于干一件事情，那
就是上游的纱线生产。产品虽单一，但在
国际市场却供不应求，用锦兴纺织董事长
熊贻祝的话说，他们接订单接得手都“有
点发软”。阿玛尼等国际高端服装品牌的
面料，很大一部分采用的就是锦兴纺织生
产的纱线。熊贻祝说，他们的成功离不开
两个“法宝”，一是技术领先。锦兴纺织采
用卡摩纺工艺生产的纱线，线支可达 380
支以上，并且不起卷、无接头、耐摩擦，比
传统工艺要高出好几个档次；二是自动化
程度高。在锦兴纺织偌大的厂房内，但见
纺机穿梭，不见工人身影。由于全部采用
机器自动化生产，锦兴纺织年产纱线近 20
万锭，用工也就 100 来人，比一般纺纱企
业节约用工 90%以上，极大地降低了用工

成本。
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让共

青城收获了喜悦，从中获得的经验又被共
青城成功地运用到新兴产业的培育之中。

2010 年以前，手机产业在共青城还
是一片空白。但短短几年间，共青城已集
聚了 40 多家手机制造企业，每年贡献税
收上亿元，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八分之
一。曾亲历当时招商工作的共青城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张浔说：“我们的策略是变
招企业为招产业，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一
起谈。第 1 年就谈下赛龙等 6 家企业，由
于相互配套，这些企业不到 2 个月就实现
投产。”如今，共青城的赛龙科技已经成为
摩托罗拉在全球的三大生产基地之一。
而随着投资中通金域云计算中心项目、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展示馆与试验基地以及
寓意当年 98 名上海知青拓荒而兴建的

“上海城”总部基地等项目的落地，共青城
正凭借着良好的区位交通和生态优势，发
力于大数据、大旅游、总部基地等新兴业
态，目标直指中部地区最大的智能数据中
心和鄱阳湖生态旅游集散中心。

传统和新兴产业齐头并进，让共青城
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行走在这座充满
江南风情的小城，当年还是小学教师的共
青城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照龙时常感慨：

“2002 年共青城财政最困难的时候，我们
曾连续 9 个月发不出工资。如今，共青城
人均 GDP 超过 1.3 万美元，人均财政收入
超过 1.1 万元，这些指标全部排名全省第
一。”而与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形成巨大
反差的是，共青城市委、市政府的办公楼
依旧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那座小
楼。对此，共青城上上下下更多的反应是
——“社会民生、城市建设、产业发展需要
花钱的地方还很多，我们要把有限的财力
用到刀刃上。”

共青城，正奔跑在新的追梦途中。

共青城“转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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