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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期间，接到社区要给悬挂光荣牌的通
知，孙玉奇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 他说，这几
天一直惦记这件事儿呢，老战友们先挂上的全
都拍了照片，传到群里晒呢。 真是感谢党和政
府给予我们这些曾经当过兵的人这份光荣，党
和人民记得我们啊！ 这对于军人家庭来说是
一份难得的政治荣誉和对他们牺牲奉献的肯
定。 一块小小的牌匾竟能让曾带过兵、如今在
商场驰骋的孙玉奇如此激动，可见他心中的那
份军人情结有多重。

孙玉奇集体荣誉感极强，这正是军人的
特征。 对于这些年公司的荣誉他如数家珍：
除了公司先后被省业内多个专业协会接纳
为会员企业外， 还先后荣获文化部颁发的
“优秀网络文化企业”、 省工商局颁发的
“AAA 企业”、省政府颁发的“吉林省优秀文
化企业”、 市政府授予的“纳税超五百万大
户”“白城市模范集体”“白城十佳文化企业”
称号……

对于下步发展，孙玉奇表示，身为一名退

役军人，赶上了好时代，感谢公司领导对自己
的支持与厚爱，自己要把这份感谢与感恩之情
化作工作的动力， 为公司的发展努力贡献力
量。 同时，希望所有的退役战友利用好当前国
家对复转军人的好政策和机遇， 通过自身努
力，发扬军人的优良传统，坚持退役不退志、退
伍不褪色，努力实现自身价值，服务社会、服务
人民，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携手
共筑中国梦。

/记者 薄秀芳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创城， 他坚守在
一线，消除管理死角；为创城，他加班加点
勤学习，立足岗位作贡献；为创城，他坚守
文明在路上，传递创城正能量……

纪伟宁，现任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管理
科科长、创城办督导组组长。 2018 年，我
市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带着对家
乡的热爱，他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创
城工作中，圆满完成了创建文明城市的各
项阶段性工作。 在不久前，他被授予 2018
年度全市重点工作先进个人二等功。

为了解创城相关工作，纪伟宁自学了
有关创建文明城市的申报条件、 评选标
准、测评体系、数据指标等知识，深入研究
了其他申办城市对政策的解读和经验。 为

了掌握第一手素材，他与同事们一起走访
了创城成功的梅河口市和同为申办城市
的长春市，走街串巷、实地探访，认真记
录、归纳总结，将外地的成功经验科学地
转化为我市的创城举措。

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同时，纪伟宁意识
到宣传创城工作也极为重要。经过虚心请
教， 他组织建立了创城公众号“德润鹤
乡”，与同事编写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调查问卷》，并印制下发创城手册，使广
大群众了解创城工作，推动了我市创城工
作有序开展。

白城站作为城市的主要交通枢纽，是
国家测评体系中重要的测评点，而白城站
隶属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车

站内摆放任何具有宣传性质的物品都要
经过沈阳局的同意。纪伟宁多次与铁路领
导沟通协调， 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
逐级向上沟通协调。 经过不断努力，终于
赶在国家测评组到来之前完成了白城站
的宣传布置。

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 我市以
81.99分的成绩在 113个地级提名城市中
排名第 53位。对于今后的创城工作，纪伟
宁表示，他将针对目标、查找不足、精准施
策，扎扎实实地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八大
攻坚行动”，深入开展文明素质提升“六大
活动”，让文明深植在家庭、社区、校园、单
位和村镇。

/记者 汪伦 报道

在平凡中坚守 在坚守中奉献
———记白城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管理科科长、创城办督导组组长纪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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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路上军歌嘹亮
———记吉林风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孙玉奇

【编前话】
目前， 在中国有这样

一个群体， 他们曾经身披
戎装，用青春与热血，守护
着祖国的疆土和人民的安
全。 之后， 他们退役不退
志，退伍不褪色。 即使脱下
军装，依旧彰显军人气概，
为地方建设发展贡献力
量。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重要力量。 他们积极投
身创业创新的时代潮流 ，
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闯
出了一片新天地， 铸就了
一份新辉煌。 从即日起，本
报与白城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开设《爱国情 奋斗
者———退役军人风采录 》
专栏， 集中宣传报道我市
一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先
进典型事迹， 讲述退役军
人积极进取的感人故事 ，
激励广大退役军人不忘初
心、建功新时代，努力在全
社会营造爱国拥军、 尊崇
军人、 关爱退役军人的浓
厚氛围， 凝聚起同心共筑
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春光明媚， 空气中充
盈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阳
光透过打开的窗户， 洒满
位于白城经开区开发大厦
吉林风雷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支部书
记孙玉奇的办公室。 “在吉
林风雷网络工作的 13 年，
我没有一天忘记自己曾是
一名军人。 正是曾经的 19
年军旅生涯， 让我有了拼
搏的力量和坚定的目标。 ”
孙玉奇深情地说。

转业到地方 择业显担当
吉林风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白城

本土企业。“吉林风雷”则是陪伴着无数人休
闲娱乐的网络游戏品牌， 通过 13 年的运营，
不仅开发地方游戏 40 余款，拥有注册用户超
500 万，企业累计营业收入 3.06 亿元，上缴税
金 5586 万元，还填补了吉林省自主研发和运
营游戏产品的空白， 并一跃成为东北地区最
大的网络棋牌休闲游戏平台。 2015年 9月 15

日成功获得“新三板挂牌”，成为吉林省首个
“新三板挂牌”的科技、文化互联网企业。“把
本职工作干好就是没有辜负部队的培养和亲
人的期待。 ”身为企业法人、总经理兼党支部
书记的孙玉奇掷地有声地说。

出生于镇赉县的孙玉奇是名 60 后，1987
年参军到部队，1991年入党。从军 19年，历任
中队长、作训股长、大队长等职，2006 年选择

自主择业回到地方。 部队的历练让本有东北
汉子体魄的孙玉奇，既形成了军人硬朗、严谨
的气质，又有企业家必备的诚实和细致，这也
成为被刚刚创立吉林风雷网络公司的董事长
崔茂森所赏识之处。 伯乐与千里马由此结缘，
于是孙玉奇放弃了去机关单位工作的机会，
走上了吉林风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的岗位。

不辜负期望 立业展锋芒
风雷网络是民营企业， 刚成立时只有8个

人，就有3名党员。 孙玉奇了解情况后，建议崔
茂森申请成立党支部， 用党组织的凝聚力提
高员工的战斗力、 公司的事业发展力和社会
影响力。 白城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对此高度关
注，迅速批准了风雷公司的请求，并派专人指
导工作。 2007年初，吉林风雷网络科技公司党
支部正式成立，孙玉奇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

上任伊始，孙玉奇就以军人那雷厉风行的
作风鼓舞了员工的士气。 他既作管理者，负责

公司日常工作，又作业务员，带头跑市场搞营
销。 游戏产品公测期间，他开着面包车，拉着
员工走街窜巷发宣传单，挨个电话亭、网吧、
电脑店做推销……有时为了工作， 孙玉奇连
续几个月吃住在公司， 困了就趴在办公室桌
上打个盹，饿了就吃桶方便面。 从入户走访到
安装客户端，从产品策划、测试到市场推广、
信息反馈，在孙玉奇的带动下，公司的业务一
天一天好起来， 有些最初怕亏损不愿代理点
卡的电脑公司，纷纷主动上门寻求代理。 在奋

斗中，公司不断壮大，并已具有了独立研发软
件的能力，业务扩展到全省各地。

2008年 6月，他们在长春建立了分公司，经
营网络覆盖全省。随后，公司在数年内分别在成
都、天津、深圳建立研发中心。公司员工也发展到
了现在的 100多人。 公司现已发展成为集创意
策划、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售后服务为一体，具
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省内优秀互联网文化企
业。在孙玉奇心中，公司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成长过程中，他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与心血。

永远是个兵 温暖有情怀
孙玉奇表示，在公司中工作再累也舒心。 军

人的情怀， 让他无论身处何地都有责任感与使
命感。 IT企业发展离不开技术人才，而这类人才
多集中在省会或南方发展，本地不好招人。 为保
证风雷网络公司的税收都纳给白城， 支持地方
经济建设，造福家乡人民，尽管所属长春分公司
的业务要远远好于白城， 但孙玉奇与公司领导
层仍坚定地将总部设在白城， 把根牢牢扎在家
乡这片沃土。 正如孙玉奇所说：“没有家乡百姓
的支持，就不会有风雷今天蒸蒸日上的事业。 ”

在发展同时，公司全力回馈社会，更是孙
玉奇所追求的。 除了为当地税收作出贡献，公
司立足于人性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社会公
益活动。

军队的培养让身为管理者的孙玉奇始终
注重企业人性化管理，既重视员工的归属感与
凝聚力， 又注重对社会的回馈与担当。 对内，
节假日，员工都会收到公司的礼品；员工家遇
到困难，都能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员工家有
红白喜事， 公司领导必到场慰问。 对社会，每

年党支部都组织党员和员工到洮北区鹤寿苑
老年服务中心慰问； 汶川和玉树大地震后，在
孙玉奇的积极倡导下，组织员工共计向灾区捐
款 17 万多元；2010 年吉林市发生特大洪水，
风雷网络向灾区捐款 ５ 万元；2012 年向通榆
县边昭镇社会福利中心捐款 20万元，2013年
为当时的白城镇西小学出资近 3万元建“爱心
书屋”，2015年为白城市一患淋巴癌小学生捐
款 1 万元……几年来， 公司开展各项慈善事
业捐款捐物合计价值达 80余万元。

感谢贤内助 功绩各一半
说起事业信心十足、壮志满怀的孙玉奇，

谈到自己的小家却身感愧疚。 他说，无论是
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自己所有的成就都
离不开妻子于海燕的全力支持。 于海燕是白
城农科院一名科研人员，当年在选择成为一
名军嫂时，就做出了奉献的心理准备。 然而，
现实比想象更辛苦。 孙玉奇在部队的 10 多
年中，为了让丈夫安心服役，于海燕从来都
是报喜不报忧， 边上班边独自带着儿子，其
中的辛苦自不必说。 因为贡献突出，于海燕

在 2002 年被白城市妇联、白城军分区、白城
市双拥办授予“好军嫂”荣誉称号。 而当孙玉
奇转业到地方后，她仍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
他工作。

公司忙时， 于海燕还是一名随时帮忙的
“编外工作人员”。 一次，公司为连夜赶出大量
的宣传粘贴赠卡，夫妻俩将才上小学的儿子锁
在家中， 少见的允许儿子可以玩会电脑游戏。
一直忙到凌晨 ２ 时多才回家， 本以为儿子早
睡着了， 但儿子由于玩得太投入竟忘记了时

间。 当儿子用那双熬得布满血丝的双眼惶恐
地看着父母不知所措时，备感自责的夫妻二人
对儿子一句责备的话也说不出来，于海燕转身
擦去了泪水……为了支持孙玉奇的工作，于海
燕付出得太多了。 难怪孙玉奇说，自己的成绩
有一半是妻子的功劳。 当年的“好军嫂”，如今
的好后盾，幕后英雄最值得敬重。 如今，儿子
远赴国外求学， 妻子仍旧奋斗在科研岗位上，
孙玉奇说生活确实不曾辜负所有努力生活和
心怀感恩的人。

退役不褪色 共筑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