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克舱体铸造多项难题、10余项

课题项目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贵州

航天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有这样一

名技术顾问， 四十年如一日坚守在铸

造生产一线， 用敬业奉献书写当代航

天工人的精彩篇章，他就是毛腊生。

“知青” 出生的毛腊生，因表现

出色在 1977年被公社推荐进入航天

风华公司从事铸造生产工作，仅有初

中学历的他， 最初连铸造基本原理、

简单的工艺图纸都不懂。凭着骨子里

天生的那股学习劲， 毛腊生苦学钻

研，在实践中一点点追赶直至远超同

车间的技术员。

“先天不足后天补，遇到困难不

放弃！ ” 2006年，公司与一高校共同

为国家某重点型号导弹研发 “高温

耐热镁合金” 舱体屡遭失败，别人都

绕道走，毛腊生却主动请缨，有人不

禁质疑“专家、教授都解决不了的问

题，他一个初中生能行？ ”

毛腊生“充耳不闻”，带领技术、生

产等人员组成的项目组，全力投入到紧

张的攻关中。在没有任何资料可参考和

任何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加班加

点的查看产品缺陷、 检查原定工艺、确

定技术要求、跟踪生产过程、计算具体

数据……经过近半个月的忙绿， 毛腊

生找到了问题形成原因，并提出了具体

解决方案。 按照毛腊生的思路，通过采

取将某两种金属材料配到最高限、微调

金属溶液温度、更改局部浇铸系统等多

种方式，成功完成了该合金应用实际产

品的研制任务，使公司跻身于国内极少

数掌握该技术的单位之列。

40 年来， 毛腊生凭借丰富的经

验和高超的技能，先后主持完成了多

种超大型薄壁舱体试制生产、耐高温

镁合金实际运用等研制任务，成功解

决了某重点导弹舱体铸造合格率低、

某铝合金舱体“白裂纹”缺陷等多个

难题， 其中 10余项课题或项目处于

国内行业领先水平。他参与生产的系

列型号导弹，先后四次亮相国家盛大

阅兵仪式，接受党和国家的检阅。

毛腊生在技艺传承上还是个非

常慷慨的人，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

和技能，他都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后来

者。 他所带的 10余名徒弟中，2名成

为了国家技师，6 名成为了高级技能

工人，就连徒弟的徒弟也有多名成为

了生产骨干。 ■肖达钰莎

本报讯 12 月 5 日，贵阳市委副

书记、代理市长陈晏会见普洛斯集团

首席执行官、 联合创始人梅志明一

行，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拓宽合作

领域，共建现代物流体系进行了深入

交流。

副市长刘玉海，普洛斯集团中国

区董事总经理、 首席战略官东方浩，

市政府秘书长刘本立参加。

陈晏代表市委、 市政府对梅志

明一行表示欢迎， 并简要介绍贵阳

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 近年

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贵

阳市已形成高速公路、高铁、航空等

多位一体立体交通网络， 西南地区

陆路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凸显， 为物

流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

前， 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

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 高一格快

一步深一层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

生态三大战略行动， 加快建设公平

共享创新型中心城市， 打造以生态

为特色的世界旅游名城， 物流业发

展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普洛斯作为

全球领先的现代物流设施提供商，

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和丰富的

物流运营管理经验， 希望集团进一

步发挥人才、技术、资金等优势，加

快推进物流云平台、城市共配体系、

农产品冷链物流等在筑项目落地，

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 提升合作层

次，政企合力，共建现代物流体系，

为贵阳大市场带动全省大扶贫提供

有力支撑， 为提高城市物流运行效

率做出贡献。 贵阳市将一如既往做

好服务保障， 全力以赴支持企业发

展，推动双方互利共赢。

梅志明对贵阳市委、市政府的关

心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在筑项

目推进情况和企业发展战略。 他表

示，贵阳发展势头强劲、投资潜力巨

大，对双方合作很有信心。 普洛斯将

进一步深化与贵阳的务实合作，加大

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实施，推动物流

规范化、标准化运营，打造物流生态

体系，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城市物流

效率，为贵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

清镇市，市直相关部门、企业，普

洛斯集团相关负责人参加。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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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 贵阳市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

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轮训班

开班，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再

勇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 代理市长陈晏主

持。 市政协主席王保建出席。 市委常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

导同志及全市其他在职厅级干部出

席。

李再勇指出， 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

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 是我们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全市党员领导干部要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突出把握

好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新方略、

新使命、新目标、新征程、新篇章“八

个新” 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要端

正态度学、 原原本本学、 联系实际

学、营造氛围学、系统深入学，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 不断强化

思想武装、理论武装，始终保持政治

自觉、行动自觉。

李再勇强调， 要强化 “五种思

维” ， 进一步增强统筹全局协调各方

的能力。牢固树立战略思维，善于从全

局视角谋划问题， 从长远眼光思考问

题，从整体思路上把握问题。牢固树立

创新思维， 培育强烈的创新锐气和创

新能力，确立科学的创新态度，不断在

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 牢固树立辩证

思维，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事物、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牢固树立法治思

维，在解决矛盾、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的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牢固树立底线

思维，切实增强忧患意识、红线意识，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努力争取取得最

好的成绩。

李再勇指出， 要锤炼 “八大本

领” ，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领导

干部。始终保持“本领恐慌”的状态，

不断增强学习本领、 政治领导本领、

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

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

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切实提高政治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

会号召力。努力提升看、听、思、说、干

五种能力，善于承认自我、否定自我、

超越自我，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局，在续写新时代爽爽贵阳

新篇章的进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晏在主持时强调，全市各级领

导干部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学用

结合、示范带动，让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重

要讲话精神迅速落地生根、 开花结

果。 要坚决对标对表， 按照中央、省

委、市委的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大学

习、大宣讲、大调研、大宣传、大落实

活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

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要带头

宣传宣讲，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

话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

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 要聚焦

苦干实干， 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要做到严查严督，常态化长效化抓好

学习贯彻，杜绝搞形式、走过场，切实

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加快建设公平共享创新型

中心城市。

全市正县级领导干部、市管企业

正职、 部分副县级领导干部参加培

训。

（本报记者）

李再勇在贵阳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轮训班开班式上强调：

强化五种思维 锤炼八大本领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为丰富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 贵阳孔学堂将在明伦堂举办传

统文化活动。 现征集热爱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市民朋友参与（详情可

登录孔学堂官网、多彩贵州网、贵阳

新闻网、 贵阳文明网、 爽爽的贵阳

网、贵州都市网查询，或通过搜索贵

阳孔学堂公众微信进行了解），市

民可凭有效证件报名参加。 活动当

天请报名成功的听众持本人有效证

件提前 30 分钟到孔学堂售票处换

取入场券入场。 届时孔学堂将提供

开水，请市民朋友们自带水杯，禁止

携带食物进入讲堂， 希望大家遵守

活动纪律，做文明人。

时 间：12 月 09 日（周六）09:

30—11:30

� � � �主 题： 汉画像石中的儒学思

想

主讲人：张从军（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图像艺术研究所所长、 教授，山

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汉画像石

专家。 先后任职山东省文物局副局

长、山东省文化厅外事处长，兼职山

东省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文

博书画协会副会长、山东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理事、山东民俗学会理事。 ）

美学漫步———美学系列文化讲

座(四)

� � � �时 间：12 月 10 日（周日）09:

30—11:30

� � � �主 题：中国文学与书法之美

主讲人：王培元（山东大学书

画研究院院长，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

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

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

科类重点项目负责人， 目前正做的

国家社科类重点项目《俄罗斯藏中

国古籍》）

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 用户需要在微信

搜索 “孔学堂” ， 或手动输入微信

号：gyconfucianism，添加并关注“孔

学堂”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

“讲座报名” 即可进入报名系统

（适用于高校学生听课修学分及市

民网络报名）；

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阳

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动科

进行现场报名；

3. 市 民 电 话 报 名 ：0851—

83617687

� � � � 4. 学 生 电 话 报 名 ：0851—

83610270

� � � � 5. 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

0851—86699033

� � � �报名时间：2017 年 12 月 5 日—

8日（上午:09:30—12:00� �下午:13:

30—16:30）

温馨提示：1.报名成功的听众如

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与，请及时电

话取消报名，如未取消报名也未准时

到场参与累计超过 3次者，今后将不

得参与孔学堂相关活动。 2.讲座结束

后，市民可将自己听完讲座的感悟和

对国学的独到见解发送至孔学堂邮

箱（gykxt928@163.com）或贵州名

博 (blog.gog.com.cn)，优秀的文章我

们将在孔学堂官网和贵州名博进行

刊登，另外还可以加入贵阳孔学堂国

学公益讲座听众交流 QQ 群进行讨

论，群号为：159532784。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7年 12月 5日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活动公告

陈晏会见普洛斯集团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梅志明一行时表示：

拓宽合作领域 共建现代物流体系

贵州航天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顾问毛腊生：

四十年坚守 为导弹铸“外衣”

本报讯 省政府近日就新形势下

我省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提出实

施意见，我省将从提升知识产权创造

能力、加快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等五大

方面，推动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我省每

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3 件，

有效商标注册总量达到 10 万件，有

效著名商标达到 1300 件，受保护地

理标志产品达到 230 个， 作品著作

权登记量年均增长 10%， 企业发明

专利拥有量占全省总量的比重达

70%以上。

在加快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方面，

到 2020年，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总额

超过 20亿元。 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产

业化试点示范工程，围绕黔酒、黔茶、

黔药、旅游商品和特色农产品，推进

地理标志申请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示范区建设等。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将实施知识

产权执法维权护航行动，加大展会和

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执法。

在政策支持力度上， 我省将完

善对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的奖励扶

助措施， 如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时， 允许将专利年费纳入知识产权

费用。

意见还提出将强化组织实施保

障，将从完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统筹

协调机制、深化知识产权领域体制机

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等方面，推动全省知识产权事业

发展。

（本报记者 杨林国）

建知识产权强省

我省再度发力

将从提升知识产权创

造能力等五方面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