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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某基地研究员陈德明，
扎根大漠 26 载，先后参与执行数
百发导弹武器飞行试验任务，牵
头完成“反导靶场试验技术”等
10 多个重大研究项目，为提高我
军新质作战能力、推进部队转型
跨越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在同事眼中，陈德明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把信仰举过头

顶的人

作为陈德明的同事，工程师
余清华讲述了陈德明“三辞室主
任”的故事。

2002 年 8 月，陈德明受命担
任基地技术室主任。

这是一个刚被赋予全新职能
的室，基地希望进一步强化这个
室所在单位的技术总体和质量把
关作用，在规划论证上当好“设计
师”，在靶场质量上当好“把关
员”。被寄予如此厚望的技术室，
基地对第一任“一把手”的人选格
外上心，最终这个重担落在了陈
德明肩上。

事非偶然。在之前的短短 5
年间，陈德明的成绩单确实十分
出众：先后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各 1 次。

当上室主任后，陈德明把很多
精力花在了党支部、核心业务、人才
团队和单位全面建设上。

有段时间，室领导因出差、休
假，就只有他一个人在位，搞行政
的时间多，搞技术研究的时间少。

陈德明逐渐感到一种莫名的恐
慌，找到上级领导表达了自己打
算辞去室主任职务、专心搞研究
的想法。没想到，他的话刚出口，
就被领导当场拒绝。

两年后，陈德明向组织申请，
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是搞技术研
究，在管理方面不擅长，仍被拒绝。又坚持了一年后，陈德
明下定决心，再次提出辞去室主任职务，上级最终批准他
的请求，让他专心从事技术研究。

陈德明所在实验室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匾：“居安思
危”。余清华说：“正因为怀有如此强烈的忧患，他始终将导
弹武器试验技术研究放在心头，也成为他人生追逐不止的
生命靶标。”

一个遇到困难勇敢担当的人

工程师李继兴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年仲夏，我国某型
战略导弹试验发射失利，弹头因故障解体远远飞离预定目
标区，上级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弹头。

此前，根据多个单位给出的几十个残骸落点区域，由各
方力量组成的庞大队伍展开了“地毯式”搜索，连续两个多
月毫无收获。

一天晚上，搜索布置会再次举行，刚刚出差回来的陈德
明也被要求参加。他仔细看着前期的搜寻报告，忽然说：“前
面所有的计算可能存在方向性问题！”

这一句不啻于平地惊雷，在座的人都被震惊了。陈德明
目光格外坚定，一边向大家阐述自己的想法，一边分析之前
的计算方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的算法和方向。参加会议
的领导当众宣布：“这任务就交给你了！找到，给你记大功。”

陈德明带领两名同事，经过 7 天 7 夜反复建模计算，最
终把落点定位在 1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将当初的估算范围
缩小到百分之一。

几天后，消息传来：“找到了！找到了！”
“陈德明常讲，搞导弹试验技术工作，必须有强烈的担

当精神，在不期而遇的重大考验面前，一定要敢于担当、善
于担当、有效担当。”李继兴说。

一个将创新镌刻进生命的人

“导弹武器试验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只有创新，不断
的创新，才能闯出一条通向成功的通天大道。”这是从事导
弹武器试验的科技工作者们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陈德
明也常这样讲。

和陈德明共事多年的工程师郭伟说，他醉心科研、锐意
创新的故事有很多。

反导项目落户基地那年，陈德明受聘成为项目专家组
专家，牵头攻关反导靶场试验技术。上级要求 2010 年初进
行首次试验。时间紧，任务重，可供借鉴的经验不多，陈德明
感觉肩上就像扛了一座山。

反导试验任务全面展开后，针对目标识别与高精度弹
道预报技术难度大、风险高、实时性要求强等特点，陈德明
展开了一项项技术探索和创新。近千个日夜，连续多个波次
攻关，他带领团队拟制了上百份试验文书，突破 3项关键技
术，加速了靶场能力生成，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导
靶场建设之路。

2010 年 1 月，首次反导试验如期进行。任务实施过程
中，陈德明担任靶目标探测与识别协调组、试验结果快速分
析评估组组长，牵头完成了 7 个软件的技术状态确认与版
本固化等工作。

然而，就在临射前一周，突然发生指令系统不连续接收
信号的问题。专家组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得益
于无数次的计算分析和验证，陈德明表态说：“绝对没问题。”

1 月 11 日，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拦截弹犹如利剑出
鞘直刺苍穹，一击命中靶弹，指挥大厅顿时沸腾起来。

那一年，中央军委给陈德明记一等功。
郭伟说，陈德明将创新镌刻进生命，成为他前进路上的

不竭动力。(刘辉产、李国利)新华社甘肃酒泉 7 月 27 日电

新华社三亚电(记者金敏、郑玮娜)三亚作为全国唯一的
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一些“寸土寸金”的
公园绿地被房地产项目蚕食，市民对此意见很大。

从去年初起，作为全国首个“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双修)”
试点城市，三亚下决心走内涵式发展之路，通过白鹭公园立法
以及将房地产项目置换等方式打响公园“保卫战”，真正实现
“让绿于民”“让景于民”。

立法“保卫”公园

遏止“地产”野蛮生长

记者最近深入三亚城乡采访，不少市民与记者谈起过去
城市公园规划地块被房地产项目替代，绿地被蚕食的情景，仍
然十分愤慨。

本世纪初，三亚就定位为国际热带滨海风景旅游城市，请
了中国规划设计院的大师级专家做顾问，公园规划原本是与
商业区、居住小区相互配套的，但前些年房地产热，房价从每
平方米三四千元飙升到三四万元，在地产商的“糖弹”攻势下，
过去规划好的公园绿地也纷纷“陷落”了。二环路上原规划的
体育公园用地，后来被高档住宅小区占用就是典型案例；三亚
市政协委员唐传彪告诉记者，很多卖得火热的楼盘背后是以
毁掉公园、湿地，破坏水系和绿化带为代价的。

去年初，三亚市“两会”期间，白鹭公园成为不少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白鹭公园是三亚最大的城市公
园，2002 年初步建成开放，是市民重要的开放性休憩场所。有
房地产商盯上了白鹭公园，企图在公园里以建地下停车场的
名义搞房地产，怎么办？

“生态环境是三亚最核心的竞争力，也是三亚最大的民
生。”市委书记张琦表示，要打好白鹭公园“保卫战”，坚决不允
许在公园里开发房地产项目，真正实现“让景于民”“让绿于
民”。

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鸿建告诉记者，市委书记提
出要立法保护“白鹭公园”，得到广大市民支持。不少市民来信
来电，认为三亚是一个吃旅游饭的城市，其生态环境是核心竞
争力，现在生态环境堪忧，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但是担
心领导如果更换，一届领导一个思路。

三亚市委市政府回应群众关切，为切实保护白鹭公园现
有资源环境，认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把保护白鹭公园上升至
法律层面，使白鹭公园的保护管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去年 6
月 1 日三亚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首个立法项目就是保护白
鹭公园。

收复“失地”

房地产项目喜变市民果园

公园“保卫战”打响后，新一届三亚市委、市政府把生态立
市作为重大战略决策常抓不懈，采用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通
过置换的方式，从房地产商手中收回了数个公园绿地项目。
盛夏时节，在三亚临春岭公园山脚下已建成的市民果园

里，三亚市民周世练指着已挂果的树木告诉女儿，这是番石
榴，那是荔枝。“在这里，我找回了儿时对三亚的记忆。”周世练
说。

据三亚市住建局局长王铁明介绍，市民果园原本是用于
建设两栋 20 多层高的房地产项目，项目一旦建成，将挡住紧
邻凤凰路的临春岭山体，破坏生态和城市景观，广大市民反响
强烈。市委市政府将此项目用地置换回来改成城市绿地，并种
植了龙眼、荔枝、菠萝蜜、番石榴等热带果树，建成了市民共同
享有的百果园。

红树林生态公园与市民果园的经历大致相同，原为“三亚
福水湾”地产项目，三亚也用置换方式收回，并结合周边用地
打造为一个红树林为主题的生态公园。三亚市红树林保护站
站长林贵生说，红树林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其生长

的滩涂、湿地是三亚的“肾”。

冲刺生态高地

打造“绿色项链”

“东岸湿地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前，建好后我们散步休闲就
再也不用跑远了。”家住天泽湖畔的柳女士对东岸湿地公园的
建成充满了期待。6 月 10 日，在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东
岸湿地公园正式开工建设。

东岸湿地公园是三亚市区内面积最大的淡水湿地。然而，
千亩湿地周边被建设用地蚕食，曾一度陷于“瘫痪”。在三亚
“双修”工作中，三亚决定把居民区围合的东岸湿地公园作为
“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项目加以改造，同时满足市民生活的
需求。根据规划设计，东岸湿地公园集生态属性的“三亚绿
肾”、文化属性的“城市胶片”、景观休闲属性的“综合公园”三
大定位于一体，估算总投资 3 . 2 亿元。

三亚市市长吴岩峻说，三亚将清理修复的市民百果园、红
树林生态公园以及东岸湿地公园、临春河带状公园、金鸡岭公
园、丰兴隆生态公园等串联起来，打造成为三亚河上游的“绿
色项链”，让三亚实现“城在景中”。

广场公园在三亚曾是“稀罕物”，以至于 2014 年临春岭森
林公园建成对外开放后，每逢周末入园人次达到上万人次。
“今年以来，随着几个公园的陆续开工，市民们觉得三亚变了，
幸福感骤然提升。”市民张明辉说。

三亚市园林环卫局局长兰文全介绍，目前三亚市共增加
绿地面积 287 万平方米，其中红树林补植面积 88 万平方米，
山体修复 12 万平方米，公园绿地面积 187 万平方米。

张琦认为，生态环境是城市旅游的最大优势，以“双修”推
进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最根本的，要处理好发展与生态的关系，
遵循自然规律，该有湿地的地方就要有湿地，该有公园的地方
就要有公园，让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城市变得更加美好。

遏制“地产”野蛮生长，实现“还景于民”

三亚：让广场公园不再是“稀罕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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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27 日电(记者梁冬、辛林霞)在产能过
剩、需求不足的行业背景下，一个以提供锅炉、汽轮机、电机三
大动力设备为主的老牌东北装备制造企业——— 哈尔滨电气集
团，通过开拓海外市场、实现国际合作营业收入增速超过
100%。

记者近日在哈电采访发现，其依靠自主创新，结合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开拓海外市场实现逆势增长，探索出一
条在低迷市场环境下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中国动力”走出去叫响海外市场

“在国内需求下降的条件下，出口成了企业新的经济增长
点。最近刚刚签下一个 20多亿美元的总承包项目，今年国际合作
的势头不错！”哈电董事、副总经理苗立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苗立杰所指的项目是，6 月中旬签订的金额达 24 . 5 亿美
元的迪拜哈翔 4*600MW 清洁煤电厂项目，这也是哈电历史
上合同金额最大的 EPC 总承包项目。

在全球新建电力工程数量剧减、国际电站项目竞争加剧的
大环境下，哈电对外合作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2016
年 1-4 月，哈电对外合作实现营业收入 65 亿元，同比增长
118%，完成全年计划的一半，正式合同签约额 176 . 55 亿元，完
成全年计划的 146%。

自上世纪在巴基斯坦承建首个国际工程项目至今，哈电
已先后在印尼、苏丹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中国第一个
大型电站机组出口项目、中国第一个单机容量最大的火电总

承包出口项目等多个海外输变电项目。目前在建的 26 个重点
项目均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驾船出海”的同时，哈电还通过与国内外优秀企业合
资合作“借船出海”。近年来，哈电通过中电建、三峡集团等国
内总包方实现发电设备出口海外。特别是在核电领域，与中核
集团合作，承建了巴基斯坦恰希玛项目，至今仍保持着中国出
口单机容量最大机组(66 万千瓦机组)的纪录。

企业“走出去”创新是后盾

作为国家重要的发电设备制造和研发基地，哈电经过 60
多年发展，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引擎”。正是多年坚持原
始创新和自主开发，哈电才能频频在国际高端电力设备竞标
中实现重大突破。

核主泵被喻为核电站的“心脏”，其核心技术一直被少数国
家垄断，是制约我国核电事业发展的瓶颈。哈电集团将核电这
一新产业设备研发放在产品结构六大板块的首位，通过攻克核
岛设备设计制造难关，已经形成常规岛全部设备和核岛部分主
设备的设计制造能力。

在打破国外垄断的同时，哈电在传统煤电市场明显下降
的新形势下，围绕清洁能源需求，加大了清洁高效煤电机组以
及二次再热机组、准东煤燃烧技术研发力度，依靠领先的新技
术，完善在役机组改造方案，让老市场产生了新产业。

“新疆准东煤储量巨大，煤田储量可以供我国火电厂烧
100 年，但特点是难烧，普通锅炉不到一个月就可能因结焦被

堵死。哈电研发的准东煤燃烧新技术能使准东煤达到稳定燃
烧，目前在准东煤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66%。”哈电锅炉厂技术管
理处处长徐玉军说。

人才和技术储备是创新“动力之源”

在全行业低迷的背景下，地处边疆、远离产品销售市场
的哈电何以始终保持不竭的创新动力？

记者采访发现，哈电在国际高端电力设备领域频频实
现重大突破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其半个多世纪的人才和
技术储备。

苗立杰说，高端电力装备制造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制造
难度大、质量要求高，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是提高新产品
开发能力的必要基础。

为鼓励研发氛围，便于人才成长，哈电建立了一套专
业技术人员评聘晋升的“绿色通道”。哈电锅炉厂设计
处燃烧室主任王伟告诉记者：“公司创新科研人员职位
职级晋升标准，我评上了专业师，享受处级待遇，这让
像我这样的科技人员能安心搞科研，大伙干事积极性高
涨。”

哈电锅炉厂副总工程师赵彦华说，公司实施专业技术人
员和工人评聘制度改革，核心是打破原来僵化的薪酬和人才
选拔制度，不讲职务讲贡献，实行薪酬福利待遇与行政职务相
对应的激励政策。“公司还定期召开科技大会，对新成果项目
进行奖励，最高奖金达 100 万元。”

据新华社银川 7 月 27 日电
(记者邹欣媛)近年来，宁夏盐池
县面向贫困户不断“打包”金融服
务，逐步解决贫困地区群众贷款
难、贷款贵。今年，盐池县在此基
础上打破贷款年龄限制、设立县
级风险补偿金、政府购买“脱贫
保”等，普惠金融“再打包”助力贫
困农户精准脱贫。

盐池县扶贫办主任武万春
说，今年，盐池县在以往将诚信
度作为主要指标，把贫困农户评
为 ABC 三个贷款授信级别，给
予不同额度贷款的基础上，创新
开展“D 级模式”，即把 60 岁至
70 岁有发展能力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非恶意“黑名单”贫困户重
新纳入评级授信范围，列为评级
授信“D 级”，扩大了贫困户评级
授信覆盖面。

“原来 60 岁以上和列入‘黑
名单’的贫困户基本与贷款无缘，
现在我们已经为 41 户‘D 级’贫
困户授信，累计贷款金额达 205
万元。”盐池县信用联社副主任武
占强说。

同时，盐池县还对贫困户尤
其是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
进行保险“兜底”。为了防止贫困户
脱贫过程中因产业风险、大病医
疗等因素致贫返贫，盐池县与驻
地保险机构合作，率先在全自治
区创新实行“脱贫保”，为贫困户
“量身定做”了特色农业保、羊肉价

格保、大病医疗补充保等 12 种脱贫险种，由贫困户自行选
择，县财政予以补贴扶持。

据了解，目前盐池县已投入保费 790 万元，理赔金额达
389 . 8 万元。盐池县副县长吴科说，为让有发展意愿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享受免担保、免抵押贷款，特别是解决非恶意
“黑名单”贫困户贷款风险补偿、降低银行放贷风险，盐池县
投入资金 5000 万元设立县级风险补偿金，与各涉农银行建
立风险补偿合作关系，一旦因重大灾难、重大疾病等不可抗
因素造成不能偿还的，由风险补偿金和商业银行按照 3：7
的比例分担，保证金融服务持续稳定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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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行业背景下，海外市场营收实现高速增长

老牌东北装备制造企业何以蜚声海外

去产能，人去哪儿？
上左：晋煤集团成庄矿工毕智慧出井后在更衣室柜子

边休息（ 2013 年摄）；上右：毕智慧（左三）和团队成员在晋
煤集团总部附近拍摄微电影（2015 年摄）；下左：毕智慧（左
一）在成庄矿拍摄矿工（2015 年摄）；下右：毕智慧在工作室
对微电影进行后期剪辑（7 月 22 日摄）。

25 岁的毕智慧是成庄矿的一名井下打钻工人，今年 6
月办理了停薪留职，开了一家拍摄微电影的工作室。

2016 年以来，煤炭困局仍在吃紧。大力去产能，人员分
流势在必行，“人去哪儿”成为首要难题。据了解，2016 年山

西将退出 2000 万吨煤炭产能，到 2020 年前退出 1 亿吨以
上。今后，山西煤炭产量将控制在 10 亿吨以内，“黑色煤炭
绿色开采、高碳资源低碳发展”将成为山西煤炭产业转型发
展的根本途径。政府和企业将去产能与安置分流职工同步
推进，已取得阶段性实效。外部转岗、内部安置、内部退养和
政府托底成为去产能安置职工的主要模式，同时鼓励企业转
型转产、创新创业，千方百计保民生、保就业。去产能攻坚战
打响以来，山西煤炭行业职工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新华社记者詹彦摄影报道

▲陈德明（右一）与团队成员进行某任务弹道定轨预报
分析。 新华社发（李玉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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