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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人才，让人才的价值得到
充分体现。”康为民告诉记者，多年
来，新光光电通过不断完善薪酬制度
和激励机制、规范晋升体系，以及对
应届毕业生及外地来哈就业技术人
才给予一定生活补贴等措施，稳定人
才队伍。

据介绍，2016年新光光电就启
动了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包含公
司高管、技术人员、市场人员、核心骨
干等共计75人，占当时员工总数的
1/3，激发人才干事斗志。

2019年，新光光电成为东北地
区唯一一家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该
公司充分利用上市带来的品牌效应

“筑巢引凤”，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2019年至今累计入职各类专业人才

包括博士3人、硕士 29人、本科生
110人。2020年，该公司通过资本
市场的制度优势和科创板的政策空
间，启动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利用激励效应留住人才。

胡海丽就是股权激励机制受益
者之一。作为2019年刚刚加入企业
的员工，就得到了超过公司股权激励
机制份额平均数的股权，这是胡海丽
没有想到的，进一步坚定他留下来创
业的决心。

“我们尽量要让人才的综合收益
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康为民
说，在这方面公司未来还要加强，在把
公司做大做强的同时，进一步扩大股
权激励的范围和力度，让股权激励成
为公司吸引、留住人才的长效机制。

股权激励 让人才价值在充分尊重中最大体现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记者从
哈尔滨新区获悉，为进一步完善中介服
务的规范和标准，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
发展区对各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进行了清理，规范中介服务事项81项，
取消中介服务事项9项，转化中介服务
事项1项。

规范建设项目(含辐射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等81项目
中介服务事项，办理这些事项的申请人
可以按照要求自行编制，也可以委托有
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
服务。

取消9项中介服务事项，即特种作
业人员培训证明，安全评价机构、安全

生产检测检验机构固定资产证明，律
师事务所名称变更审计报告的证明，
律师事务所章程变更审计报告的证
明，（延续时提供）检验人员、卫生管理
人员、生产人员培训证明，建设项目职
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编制，乙级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不含医疗放射）
固定资产证明，采矿权申请范围核查

表意见，渔业船舶图纸设计，这些事项
办理将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材
料。

转化1项中介服务事项，即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
试，该事项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材
料，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技
术性服务。

取消9项 转化1项

新区规范清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胡起原名胡荣庆，1906年生于北
京，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
他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哈尔滨，以哈尔
滨中东铁路技术传习所学员的身份，
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胡起受
组织派遣，来到海伦火车站，建立了
海伦火车站党支部并担任了党支部
书记。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被日寇
破坏后，中共呼海铁路特支转而成为
抗联的一个特殊的独立部门，由冯仲
云直接领导。《红灯记》所讲述的，就
是这一时期胡起和同志们在呼海铁
路沿线的斗争故事。

1934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胡起被
日伪投进监狱。1941 年，胡起出狱。到
呼兰县腰堡乡以农民身份种地为生。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胡起找到
了党组织。1948年10月，胡起被哈东地
委派往延寿县担任延寿县第五任政府县
长。《红灯记》家喻户晓的唱段，只是松花
江北岸我党地下工作者对敌斗争的一个
缩影，营运了短短五年的呼海铁路，承载
了更多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

《红灯记》的原作者沈默君于1962年
开始创作，历时9个月精雕细琢，创作出
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

以铁轨为战场 现实中的“李玉和”胡起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日
前，随着推土机平整土地的轰鸣声，
哈尔滨新区风华学校的开工建设进
入倒计时。

哈尔滨新区风华学校位于哈尔
滨新区中源大道以南，东北亚大街
与规划路158、296、318合围处，毗
邻东北亚国际会展中心，是一所54
班型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最多
可容纳2550人。学校已于2021年
8月30日通过一期规划公示，将建
有一栋综合办公楼和两栋教学楼，
包括报告厅、图书馆等，预计2022
年年底交付使用。

据哈尔滨新区风华学校校长梁
晓强介绍，新区风华学校教师由东
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吉林大
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等双一流高校的本科
生、硕士研究生和从全国引进的高
层次人才组成，经过跟岗学习培训
后，将具备独立承担教育教学任务
的能力。

梁晓强说，学校将秉承“为学生
和教师的终身发展与幸福人生赋
能”的办学理念，培养“精神高贵、智
慧卓越、生命旺盛、情感丰满”的新
区风华学子。正式招生后，力争两
年树立区域品质形象，三年形成可
以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五年实现
三个一流（一流办学队伍、一流办学
条件、一流办学质量），提升新区教
育品质。

54班型 九年一贯制

新区风华学校
将开建

民族铁路“红灯”照耀的

松江北岸松江北岸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33连载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红灯记》男主角李玉和的原型，就是呼海铁路上一位车站站长胡起。现今

哈尔滨新区松浦镇的“呼海铁路管理局旧址”，就是他曾工作、潜伏、战斗的地方。

1928 年 12 月 15 日呼海铁路全线
竣工。铁路南起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的
马船口，向北经松浦(呼兰县)、绥化至
海伦县，全长220公里。围绕呼海铁路
管理局的总站——松浦站，形成了以
铁路管理局、员工住宅、机务段、总机
厂、油库、附属学校等完善机构的“松
浦镇”。总站选址于马船口以北4.5公
里处，就是现今哈尔滨新区的松浦镇，

“呼海铁路管理局旧址”就位于现今哈
尔滨新区松浦镇松浦村西侧。现今哈
尔滨新区松浦镇松浦村居民委员会所

在地，就是建成于 1927 年的官办铁路
附属小学“扶轮学校”旧址。

1932年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哈尔
滨后，立即实施吞并呼海铁路计划，抢
建拉滨线和滨北线松花江公铁两用
桥。翌年3月，呼海铁路被日本满铁接
管。同年12 月，马船口支线等线路被
拆除，呼海铁路被纳入哈尔滨至北安
铁路网。十年后，北满抗联部队西征，

《红灯记》里惊心动魄的敌后斗争故
事，沿着呼海铁路悄然展开，星火燃遍
龙江大地。

呼海铁路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重
要铁道线路，是一条与外来侵略势力奋
力抗衡的铁路。自办铁路的成功修建，
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长期控制东北铁
路干线投资权和垄断运输的局面，加速
了沿线农产品的运输和商品化，对黑龙
江地区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积极
作用。而“马船口”经过多年的口语化，
成为了哈尔滨人熟悉的“马家船口”。
1918年，当时的黑龙江行政公署决定设
立马家船口市政局，从小渔村到“东方
莫斯科”，很多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

命运跌宕起伏的民族铁路——呼海铁路

看新光光电的聚才“三宝”

康为民有一双善于发现人才的慧眼，
而且他在公司坚定推行着定向培养人才的
制度，让其承担重大项目，为其配备团队，
通过一系列环境的创造，让人才在其擅长
的领域快速成长。

1981年出生的杨克君在2004年大学
毕业后，就加入康为民团队。从技术员到
项目负责人再到技术室主任，进而成长为
事业部部长、研发副总监，杨克君一直在自
己擅长并喜欢的领域遨游。“康老师发现我
擅长光学设计，就有意让我参与这方面的
工作，并给我配备了团队，让我心无旁骛地
在专业领域不断深耕。”杨克君告诉记者，
在公司的定向培养下，他不仅职位不断提
升，技术水平也快速提高，先后获得了国防
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和省科学进步三等
奖等奖项，近日还入选“哈尔滨特殊贡献中

青年专家”。
同样受益于定向培养的还有2013年

加入新光光电的徐兴奎，仅用不到8年时
间，由一名技术员成长为制导部部长、研发
副总监。“在工作中干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
情，不可能干不好。”徐兴奎说，回想当年放
弃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事业编制，入职民
营企业时还有些忐忑，现在看来，当初的选
择是正确的。

“我经常工作在研发一线，所以能发现
每个人的爱好和专长，结合企业需求，我为
他们量身定制了发展规划，目前看效果都
非常好。”康为民告诉记者，通过观察他会
综合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背景、对事物的
观察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系统性较复
杂问题的协调能力以及组织能力，有针对
性地培养，最终使其能够独当一面。

定向培养 让人才在擅长的领域快速成长

(上接第一版)

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在哈尔滨市本土疫情发生的前

一个星期，他刚刚因腰间盘病复发做
完大面积整骨，按医嘱，他需要平躺
30天。然而，一声抗疫召集令，让他
毅然走下病床，戴上护腰，冲进抗疫
战场。他，就是哈尔滨市松北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唐红斌。

疫情来袭，正是松北区228个项
目抢抓施工的“黄金期”，根据防疫要
求，工地人员需要24小时吃住在工
地不能离开，共涉及32000多人。一
定要筑牢项目工地的疫情防线。唐
红斌迅速召集局机关干部和所属事
业单位干部职工共70余人，组织25
台大客车，每台车配备两名住建局工
作人员和两名核酸检测医务人员,为
建设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每轮核酸检测，这25台大客车
都要走进228个项目工地，确保工地
人员全员检测，不落一人。

唐红斌的抗疫战场还包括三个
隔离宾馆。按区防疫指挥部统一安
排，住建局负责三个隔离宾馆的日常
管理工作。当他了解到隔离宾馆一
名医护人员过生日时，他自费送上了
生日蛋糕；一名被隔离人员因牙齿手
术后无法顺畅用餐急需拆线，他协调

医院、公安等部门配合，带领该隔离
人员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到指定医
院进行拆线……记者了解到，唐红斌
的牙齿手术后也没有拆线，记者问他
为什么不一起拆掉？他说，我也想
拆，但与疫情防控相比，我还可以再
等等。

为了让所有被隔离人员感到新
区的关爱、城市的温度，9月30日，唐
红斌号召住建局全体党员干部送上
爱心，为隔离人员捐款近万元。当
天，住建局包保组向包保隔离宾馆发
了一封信，鼓励大家众志成城、共同
抗疫，并为153名隔离人员每人送上
50元“小红包”，祝福他们国庆节快
乐。

唐红斌的“战场”还在抗疫之
外。住建局所属供水、供气、供热、供
电部门，是重要的民生工作。“一定不
能在抗疫和节日期间给老百姓‘添
堵’，要确保水、电、气、热供应到位、
安全到位、服务到位。”他们全力保障
老百姓的生活，一旦接到投诉，不问
原因立即到现场先解决老百姓问题。

唐红斌，这个戴着护腰的“佩带”
局长就这样在工地核酸检测、隔离宾
馆、民生保障领域三个“战场”连轴转
着。

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社区工作者们放弃与家人

团聚的机会，承担起“保我社区
平安”的责任，诠释着“最强逆
行”，松北区船口街道办事处观
江国际社区主任任学杰便是其
中之一。

“你看，这个群是9月26日我
们对一个单元进行封闭管理时建
的，10月3日凌晨这个单元就解
封了，但大家都不愿意退群，都想
保留这个‘温馨的家’。”

“大家需要什么，请在群里接
龙，我们将第一时间为你们送
达！”消息刚发出，群里陆续开始
接龙自己所需物资。任学杰更是
秒回，“收到，马上办！”

化身“跑腿代购”，专班工作
人员开始到超市采购，然后穿上
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口罩，扛着
物资逐户送货。配送完毕,但任
学杰没舍得脱下防护服，而是继
续蹲守在单元门外。“封闭太突

然，大家有啥合理需求，我们不仅
要想尽办法满足，还要以最快的
速度解决，在单元门口守着可以
第一时间接单，又能节省防护服，
一举两得。”

社区主任挨家送物资，这是
居民没想到的，而且还是天天送，
居民更是没想到。

9月28日晚，任学杰忙得一
天没吃饭，戴着口罩喘粗气，呕吐
了五六次之后，同事硬拽着她去
了医院。大夫说任学杰脑供血不
足，需要入院观察。任学杰一口
回绝，“我能行！大夫您给我开点
药吧！”大夫拗不过任学杰便给她
开了一些静点的药。夜里，事情
都处理完了，当过护士的她，拿起
针头就往自己手上扎。

“疫情防控是没有硝烟的战
争，作为社区工作者，我要当好指
挥员，更要做一名合格的战斗员，
只有以身作则，才能保障防疫工
作的持续推进。”任学杰说。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位于松北区的林达维景酒店，有

九栋楼，每栋楼之间用连廊连接，初来
乍到的人往往会迷路，就像进了一个

“大迷宫”。这里成为哈尔滨市本土疫
情发生以来，松北区最大的隔离宾馆，
最多时隔离人员近400人。

杨光，是这个隔离宾馆的驻点干
部，来自松北区自然资源局。从9月
26日，杨光每天都要在这个“大迷宫”
里转上几圈，30000多步，哪个房间隔
离人员有需求，他会第一时间到达，对
于这里，他已经轻车熟路。

不管头一天晚上几点睡，第二天
早晨5时，杨光都会准时出现在宾馆
走廊里，检查“三区二通道”（生活区、
医学观察区、缓冲区，生活通道、隔离
通道）的消杀情况，每个房间的垃圾转
运情况，配餐情况……

即使隔离区的每一栋楼都建有微
信群，很多隔离人员知道他是驻点干

部，还是会直接给他打电话。每天几
百个电话，都要耐心接听。

70多岁的井大爷有脑血栓后遗
症，腿脚不利索，行动迟缓。他和老
伴一起被隔离进来，刚进来时井大
爷情绪不稳、脾气暴躁，经常和老伴
吵架。杨光和工作人员穿上隔离服
进入房间与他聊天，并把屋内桌角、
柜角等用纱布包上，防止老人不小
心摔倒。井大爷怕凉，他就让人买
来棉衣棉裤，并送上热水袋。他还
协调医院，为井大爷进行了一次全
身体检。井大爷情绪渐渐稳定，并
由衷地说，在这里他感受到家一样
的温暖。

“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有效控制，作
为隔离宾馆此时尤为重要，我们必须
科学规范做好管理，坚决避免交叉感
染。”杨光说，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为顺利做好疫情收尾工作贡献自己的
力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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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红斌

三个“战场”
连轴转

杨光

每天3万多步
坚守隔离宾馆

任学杰

封闭单元门前
等“派单”

唐红斌唐红斌((中中））在加气站检查防疫在加气站检查防疫。。

查看资料查看资料。。

任学杰任学杰（（左一左一））维持秩序维持秩序。。

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在她娇小的身躯里蕴含着强

大的意志。坚守隔离宾馆整整
28 天，平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
时，带领驻宾馆全体专班人员有
序开展各项工作。赵威，来自哈
尔滨太阳岛风景区服务中心的驻
点干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
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赵威说，夜深睡不着，她常常
惦念着读初中的儿子，那是她强
大意志里最柔软的地方，想他时
会默默流泪。第二天清晨，她又
精神抖擞地奋战在抗疫一线。

9月21日，哈尔滨市发生本
土疫情，让本是常态化防控的隔
离宾馆压力倍增，最多时宾馆隔
离人员达到44人。此时，年近50
岁的赵威，充分发挥她多年在党
群部门练就的沟通、协调、组织能
力，带领专班人员细推每一处工
作流程，建立起宾馆分工和管理
制度。

她身先士卒，和社区干部一

起，建立工作台账，核对人员信
息，保证了每次上报数据的精准
性和有据可查；和医护人员一起，
研究消杀、核酸检测、人员健康档
案建立等各个环节，每项工作都
要做到有迹可循、有章可依；和驻
点民警一起商讨如何落实全时、
全员、全方位、全影像监控的工作
要求，如何保证隔离人员的情绪
稳定等等。

和儿子很难说上两句话的赵
威，做起隔离人员的思想工作非
常有耐心。她总是先耐心倾听对
方的讲述，然后结合自己的感受
一点点帮助对方分析、劝解，直至
打消对方的焦虑情绪。

在这 28 天中，她不仅错过
了一起和家人欢度中秋、国庆双
节，她还错过了和家人一起过她
的生日、她儿子的生日和她的结
婚纪念日。但当她忘我地投入
工作中时，她那忙碌的身影，定
格在了被服务群众的心坎儿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赵威

“最美逆行”
书写使命担当

赵威打电话耐心安抚赵威打电话耐心安抚
隔离人员情绪隔离人员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