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光荣

通讯员 谭晓波 章焱平 李永民

本报记者 朱章安

4

月

7

日上午

9

时，衡东县大浦镇堰

城村村民胡朝辉与妻子蹲在自己的草

莓大棚里拔除杂草。一个带着眼镜，穿

着雨靴的中年男子带领一行人， 俯身

钻进低矮的草莓大棚， 踩进泥泞的垄

沟里，全然不顾溅起的泥水，站到一垄

垄草莓旁，弯下腰来，细心地拔除一根

根杂草。

“刘书记，你们又来帮忙了啊 ！实

在太感谢了！”堰城村是衡东县委书记

刘运定的联系村， 他与驻村工作队经

常进村帮忙修路、干农活，胡朝辉对这

个场景太熟悉了， 他没有流露出一丝

惊讶，也没有上前劝阻，只是感激地露

出开心的笑容。

“你们拔草可以，可别把草莓拔了

啊！”刘书记诙谐地叮嘱拔得正欢的

60

余名县级领导及中心学习组成员，现

场一片欢声笑语。 在其乐融融的氛围

中， 不到两小时，

2

亩草莓的杂草被彻

底“消灭”。

“现在的干部越来越亲民，可是帮

了我的大忙啊！”胡朝辉说 ，现在正是

草莓成熟的季节，

9

亩草莓大棚里只有

3

个人除草， 他正为人手不够发愁呢！

这不，干部们主动跑来帮忙，他感激地

要摘下新鲜的草莓以示谢意， 却被干

部们当即委婉谢绝了。

“现在农村在外打工的多，家里务

农缺少劳动力，干部到农村中劳动，自

身得到锻炼的同时， 也实实在在弥补

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实际问题。 劳动

光荣啊！”刘运定说。

当日，在衡东县城关镇 、新塘镇 、

石湾、南湾乡，来自县直机关及当地乡

镇的干部

300

余人与民一同挥汗劳动，

空中细雨霏霏，干部们干劲十足，现场

热火朝天。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余蓉 责任校对 魏跃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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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伟锋

50

亿之于

500

亿：

湖南服装产业的尴尬

衣 、食 、住 、行 ，摆在首位的是穿

衣。

对我省服装产业来说，全省

6900

万人的消费，应该蕴藏着巨大商机。

然而，现实却让湖南服装产业处

于尴尬境地： 长沙各大服饰商场，巴

黎世家 、 耐克等国际品牌以及七匹

狼、 雅戈尔等外省品牌琳琅满目，而

湖南本土的服装品牌寥寥无几。据不

完全统计，近年来全省每年衣着类消

费超过

500

亿元， 本土品牌消费量却

只有

50

亿元左右，仅为十分之一。

记者从省纺织行管办获悉，湖南

服装业历史上曾有过辉煌。

史书记载的炎帝神农氏曾在株

洲 “织麻为布 ，制作衣裳 ”，可以看做

是中华服饰文化的起源。而马王堆汉

墓出土的“素纱 衣”，更展现了当时

条件下湖南服饰方面的高超技艺。

上世纪

70

、

80

年代， 湖南服装业

在全国有一定地位： 服装工业产量、

产值、出口创汇等几大指标都位居全

国前列。 涌现了长沙第一服装厂、长

沙童装厂 ，以及 “九龙 ”、“英姿 ”、“培

罗蒙”、“光明” 等一批知名服装企业

和服装品牌。湖南人衣着也基本不离

本土产品。

上世纪

90

年代，在传统国有服装

品牌相继较黯淡的同时，一批新的品

牌开始出现 。益阳 “益鑫泰 ”一句 “中

国人的面子”，湘纺跃出“中国虎”，让

湖南人激动了好几年；娄底的“波月”

西服更是与当时的雅戈尔、杉杉等同

列为“全国十大西服品牌”。

尤其是随后一批民营服装企业

的发展壮大，涌现了风景缘、圣得西、

天剑、忘不了、超世、依柳、浪漫风华、

洋格 、豪雕 、挺绅 、诗燕 、远东等一大

批湘派服装品牌。

然而，到

2008

年，全省登记注册的

纺织服装企业虽然有

7000

多家，但发

展成知名品牌的却屈指可数，大多数

品牌如同过眼烟云 ，难觅踪影 。湖南

人更是身着浙江 、福建 、广东等外地

品牌的服装来去匆匆。

从产值来说，

2008

年全省

462

家规

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的总产值只有

383

亿元 ，而当年 “雅戈尔 ”一家的年

产值就达到了

184

亿元。 湖南服装产

业在全国的排位大幅后退。

“大部分服装企业淘汰出局，关

键是没有真正形成特色品牌，不能产

生品牌效应。” 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

蒋衡杰如此评价湖南服装产业的沉

浮。

一堂课

4

万元：

“忘不了”的品牌之路

就在湖南服装业整体遭遇寒流

之时， 也有亮点频闪。“忘不了”、“圣

得西 ”这两大本土服装品牌 ，在这一

时期跃升为“中国驰名商标”，撑起湖

南服装产业的半壁江山。

几台脚踏缝纫机起家、几个农家

缝纫手上阵 ，一针一线之间 ，何以在

大浪淘沙中成就全国知名品牌？让我

们探究一下“忘不了”的品牌之路。

“忘不了”的前身，是诞生于

1984

年的个体服装厂 ， 厂房是租来的民

房 ，设备是自带的家用缝纫机 、裁剪

刀，当时主要生产帽子、红领巾、书包

等 。其创始人 、现任忘不了服饰有限

公司董事长罗美元坦言，一次次地跌

倒 、爬起 ，才从中悟出 “不打品牌 ，没

有出路”的道理。

1992

年，她从打造品牌西裤找到

突破口 ，掘到 “第一桶金 ”，后又借助

多渠道推广，使“忘不了”品牌在湖南

红极一时。由此扩展开去，西服、休闲

装 、

T

恤……罗美元在追求时尚品牌

中长袖善舞、左右逢源。

为了让品牌融入时尚元素 ，“忘

不了 ” 在号称中国时装摇篮的上海

东华大学设立研发中心， 在深圳、广

州设立研发部，从研究人体学入手来

设计服装，并邀请名满意大利的布鲁

斯担任设计师 。每年 ，罗美元都会自

己带团到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等

时尚之都 ， 领略世界服装的最新潮

流。

在法国、 意大利等地考察时，罗

美元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

国家享誉国际的知名服装企业，虽然

大多规模不大， 却都是百年品牌。究

其原因：国外追求的品质、品牌，并不

在乎过大规模。“忘不了”的发展也遵

循这一点。

罗美元给记者打了个形象的比

喻：产品好比树，质量是产品的根，品

牌好比是花，“花香蝶自来”。

为培养职工的品牌意识，罗美元

曾以

4

万元一堂课的高价， 请中国顶

级品牌设计师来公司讲授维护品牌

的重要性 。 而在生产工艺中 ，“忘不

了 ”有严格的操作流程 ：一套西服必

须经过

247

刀流线型剪裁、

220

道缝制

工序、

48000

针缝制，

46

位次高温定型、

8

道程序的质量检验，确保产品“零缺

陷”。

27

年的历练，如今的“忘不了”，是

“中国驰名商标 ”、“国家免检产品 ”，

成功跻身中国服装行业百强，在中国

服装业界大笔写下“湖南”二字，更为

湖南服装业的振兴树立了一面旗帜。

振兴湘派服饰：

千亿之路还有多远

“湖南纺织原材料丰富 ，纺织服

装工业有传统优势，株洲芦淞服饰市

场、永州蓝山的毛纺加工等基本形成

了集群发展态势”。 在全国服装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许鉴看来，湖南

服装产业振兴的基础还是比较扎实。

但与服饰产业发达省份相比，湖南服

装行业整体实力还相对落后，尤其是

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太少。

在服装领域打拼了数十年的罗

美元对此感受深刻。 在她的印象中，

浙江嵊州，一个人口只有

40

万左右的

县级市，却生产了全世界

75%

的领带；

浙江宁波， 一个市就拥有太平鸟、杉

杉 、雅戈尔 、培罗成等让人耳熟能详

的服饰品牌。

“‘忘不了’收购‘超世洋服’，这好

比一个好的女儿嫁到一个好的婆家，

在盘活本土品牌资源的同时，共同努

力打造千亿元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的梦想！”罗美元表示，“忘不了”收购

“超世洋服 ”后 ，将继续延续 “超世洋

服 ”原有的品牌路线 ，在高端服装定

制和职业礼服领域深度发展，也为湖

南服装产业拓展发展空间。

基于对全省服装产业发展的担

忧 ，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罗美元于

2009

年

3

月建议将湖南纺织服装业作

为千亿产业来培育，尤其要大力推进

品牌战略。

2009

年

6

月，省政府印发的纺织产

业振兴规划提出，

2020

年全省纺织服

装工业总产值要超过

3000

亿元， 其中

服装产业要成为中部地区服装生产

基地。

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蒋衡杰认

为 ，湖南纺织服装产业的振兴 ，如果

能突破几大瓶颈，实现千亿目标并非

纸上谈兵。

首先是尽快从 “创业 ”转向 “创

新”。服装业作为时尚创意行业，如果

引领不了时尚潮流，没有独立自主的

品牌 ，自然谈不上长远发展 。湖南在

这方面恰恰是“短腿”。现有品牌的整

合发展，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忘不

了 ”收购 “超世洋服 ”，为湖南服装产

业的重组 、振兴带了个好头 ，但整个

行业的振兴，还得靠众多品牌的共同

努力。

其次是品质提升。中国服装协会

发布的《创建中国服装强国发展纲要

导向意见》提出：到

2015

年全国服装总

产量应控制在

450

亿件以内。 这一数

据比

2008

年全国服装总产量还少

10

亿

件 。这迫使服装企业抛弃现行的 “产

量增长 ”路线 ，转向高附加值方向发

展。

产业链配套也是个大问题。湖南

虽然纺织原材料丰富，但真正为品牌

服饰直接提供面料的少之又少 ，“如

果能把这一块补上来，那也是非常了

不起的”。

杨新正 刘凌

仅凭一己之力， 连一个帮工也

没有请， 用断断续续

3

年多的时间，

建起一栋两层楼房。 这种事， 你相

信吗？ 真还有。 它就发生在浏阳市

柏嘉镇南洲村雷公塘村民小组。

清明时节， 笔者在通往柏嘉镇

的乡道旁， 看到一栋新建的二层楼

房 ， 大约

200

多平方米 。 外墙是白

色瓷砖， 四角方正， 但堂屋有意往

里 “收” 进一米多， 显见主人在讲

漂亮上下了心思。

建这栋两层楼房的村民叫万继

承， 一位

50

岁左右的汉子， 泥水匠

人。 他

30

多岁时丧妻， 留下一个当

时只有

7

岁多的儿子。

万继承原来住的是几间破破烂

烂的土砖房 。 看到儿子一天天长

大 ， 该收儿媳妇了 ，

2007

年农历

4

月 ， 他开始筹划建几间房子 。 当

时， 儿子在外地打工。 自己身上也

仅有

5000

元。 他没有犹豫， 以这区

区

5000

元作为启动资金， 开始了艰

难的建房之路。

刚刚下好基脚， 砌了几十厘米

高的墙， 就没钱了。 怎么办？ 他便

独自一人到江西打工， 几个月时间

赚了

1.2

万元 。 回到家 ， 因为钱不

多， 又一个人开始砌房， 到当年年

底， 第一层算是砌上去了。

这时， 又没有钱了。 这次他没

有到外地打工， 而是在附近干重体

力活， 如帮人家挖树、 装车等。 几

个月时间又赚了一两万元。

2008

年

农历

5

月 ， 他开始盖第一层水泥楼

板。 接着他再次出去打工赚钱， 到

这一年的年底砌好了第二层。

如此打工赚钱， 回家盖房， 到

第三年也就是

2009

年搞好了整个外

墙的装修 ，

2010

年完成室内装修 。

在这期间 ， 儿子先后寄回了

4

万多

元 。 今年

3

月 ， 娶了儿媳妇 ， 一家

人其乐融融。

谈起建房的艰辛 ， 万继承说 ，

别人如果是一个人建房， 至少还有

妻子帮助做饭 、 洗衣 ， 当当下手 ，

而他完全是靠自己一个人。 热天为

了节省烧热水洗澡的时间， 就在白

天从井里提一桶水放在太阳底下晒

着， 晚上洗澡就不会冰凉了。 砌墙

时， 总是先将砖和灰浆运到预定位

置再砌。 灰浆放久了容易凝固， 因

此每次都不敢调配太多， 而且往往

事先准备一桶水， 以便在灰浆快干

时加水调一调。

当初开始建房时， 有人看到他

那么困难， 认为

10

年也建不成。 而

他却始终有一个信念 ， 一年建不

成， 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 他也

要坚持把房子建好。 正是凭着这种

坚韧 ， 他用

3

年多时间 ， 建成了一

栋新楼房。 在整个建房过程中， 除

了门窗及预制楼板由专业人员安

装， 其余全部由他一个人完成。

建这么一栋楼房， 对专业的施

工队来说 ，也许只是 “小菜 ”一碟 。

但对于万继承来说 ， 个中的艰难 ，

只有他自己知道 ， 但可贵的坚持 ，

让他从自己的创造中看到了劳动的

美。 现在， 周围的人都对他投以敬

佩的目光

!

4月9日，湖南忘不了服饰有限公司大手笔收购著名品牌“超世洋服”，完成了目前我省服装行

业最大的品牌兼并。对沉寂了10多年的湖南服装产业来说，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激发了产业重新

崛起的活力。作为我省服装行业龙头企业、全国知名的服装品牌———

“忘不了”，扛起湘派服饰振兴大旗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

视野

economy

4

月

8

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中学学生在向侗锦织造技艺传承人粟田梅学习侗锦织造技艺。该县将芦笙、侗

戏、哆耶、侗锦织造等民族特色技艺引进学校，传承民族文化遗产，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杨祖广 熊美桃 摄

中国新闻名专栏

■老百姓的故事

万继承：一己之力建楼房

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肖国鹏 付伟新） 全省国税

系统基层窗口单位创先争优经验交

流会， 日前在湘潭市高新区国税局

举行。 来自全省国税系统的

60

多名

管理者， 现场观摩 “湘潭高新局 ”

“一线工作法 ” 后大发感慨 ： 围绕

工作对象满意创新服务方式， 不失

为开展 “创先争优 ” 活动的好样

板。

该局

108

名职员中 ， 中共党员

占了

79

名 ， 达

73%

。

2009

年荣获全

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单位， 去

年成为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 “创

先争优” 联系点。 他们的 “发家本

领” 就是探索和坚持实施 “一窗式

办税， 一站式服务” 的 “一线工作

法 ”。 首先 ， 他们开展 “全职能 ”

窗口建设， 所开设的每一个窗口都

能办理

70

多项涉税业务， 纳税人可

以选择任意窗口办事， 实现了 “一

个综合窗口， 受办一切事情” 的目

标。 其次是按照 “统一受理、 内部

流转、 限时办结、 集中回复” 的要

求， 明确办事环节和办事期限， 精

简涉税审批流程。 自按此要求运作

以来，“全职能”窗口有

70%

的业务当

场办结， 内部流转业务有

60%

以上

提速。

以优良作风引领、 靠典型示范

推广， 是该局 “一线工作法” 持之

以恒， 并产生良好效果的关键所在。

他们在党员职工中开展 “戴党徽 、

亮身份、 树形象” 活动， 要求党员

实现好 “创先争优， 向我看齐” 的

庄严承诺， 并树立了

9

个 “党员示范

岗”， 影响和带领全体员工争当 “优

秀服务员”。“一线工作法”不仅赢得了

一个个荣誉和工作对象的好评， 入

库各项国税也连年大幅增长。

国税“全职能”窗口

7成业务当场办结

本报

4

月

10

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

讯员 覃遵奎 余光龙）近日，湘潭市委

副书记、 市长史耀斌带领市有关部门

负责人来到永顺县考察， 并决定投入

600

万元解决该县南山中学建设问题。

湘潭市自

1995

年开始对口帮扶永

顺县。

16

年来， 累计实施扶贫项目

120

多个，无偿投入资金

2700

多万元，引进

横向协作资金

3000

万元。湘潭市委、市

政府以及市直单位先后组团

70

余次

600

多人， 深入该县考察指导工作，并

选派了

10

余名优秀干部来该县担任领

导职务。

� � � �

（上接

1

版）

目标一经提出， 长沙市采取政

府主导、多方连动，先国有、后集体，

先整块、后零散，先危房、后旧房的

办法落实工矿棚户区改造。

推进工矿棚改的政策相继出炉：

11

个工矿棚改项目都有一名联点领

导和一个后盾单位；城外的国企工矿

棚户区采取政府划拨土地，建职工宿

舍，以原地置换购房补贴和进城购房

补贴两条腿走路；企业选择土地置换

建宿舍的，必须建在集镇上，方便生

活配套； 企业职工购房时享受中央、

省、市

3

级补贴，产权共有，职工每平

方米自掏

100

元至

200

元；住房困难职

工选择进城购房，政府则以货币补贴

形式支持；城内的工矿企业棚户区按

已出台的城市棚户区改造政策执行，

政府支持职工购新房；对购不起房的

职工，提供廉租房，实行租售并举，先

租后售；政策性补偿的面积每个家庭

不得突破

50

平方米的标准， 超出部

分，按成本价自掏腰包。摸清底子，造

出名册，确保享受对象仅限于国有工

矿企业职工。

2010

年

8

月

10

日，长沙市城区首

个棚改保障性住房项目———湖橡项

目开工奠基；这一天，阳光不仅照在

了湖橡职工们的身上， 更照进了他

们的生活与心田；这一天，他们奔走

相告：两年后，两栋

30

多层的高楼 ，

将让

300

多户居民们告别始建于上

世纪

50

年代的工矿棚户区， 搬入崭

新的家。

随即， 长沙工矿企业棚户区改

造高潮迭起 ，

11

个工矿棚改项目先

后启动。

梦圆下个春天

“五七一二国有工矿棚改项目

将在年底完成， 明年春天职工可以

搬新家！”

听到棚改项目部负责人铿锵有

力的承诺，“五七一二” 的老职工高

爹有些不敢相信，可是，看着原来老

宿舍的地基上 ，

4

栋已封顶的小高

层，他知道，梦就要圆了。

“五七一二”厂是一家飞机修理

企业，有

695

户职工仍住在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建设的平房与筒子楼中 ，

其中大部分已成为危楼。

去年

5

月

15

日，陈润儿赴 “五七

一二”飞机工业有限公司调研，亲自

联点该项目。自去年启动建设以来，

该项目迅速推进。 目前已封顶的首

期工程

4

栋

11

层电梯住宅里，有三室

两厅和一室一厅两种经济适用户

型， 面积分别为

93

平方米和

50

平方

米。一期工程预计今年

5

月便可交付

使用， 能解决

374

户职工住房困难。

整个棚户改造项目将在年底完成 ，

所有职工明年都将搬入新家， 圆梦

春天。

自去年丝茅冲棚改暨廉租房项

目启动建设以来，湖南搪瓷厂、热水

瓶厂、 湖南制药厂

86

户住在危房的

职工都在掰着手指过日子。近日，工

地上渐次封顶的住宅楼， 让他们无

比期待。据悉，这

4

栋

10

多层的住宅

楼最迟将在

8

月封顶 ，

673

套住房今

年底就可入住。

在浏阳市， 幸福则来得更早一

些。位于浏阳的省七宝山硫铁矿、省

古港磷肥厂和省磷化总厂

3

家国有

工矿企业， 有危旧住房近

5

万平方

米。去年

8

月，浏阳动工建设“七宝铁

山”、“古港桃园”、“永和永宝”

3

个项

目，总投资

4300

多万元。据悉，

3

个项

目的

14

栋新住房将在今年

7

月全面

交付使用 ，

766

户职工将入住新家 ，

实现安居愿望。浏阳永和磷肥厂、澄

潭江煤矿、高坪水泥场等

3

个国有工

矿企业棚户区也将于今年

5

月全面

动工建设，预计到明年的阳春三月，

又将有

462

户住房困难职工乔迁新

居。

而宁乡县则将工矿棚户区改造

和城镇建设结合起来， 兴建白马桥

安置小区， 不仅将让煤炭坝的

3000

多户矿工家庭告别采煤沉陷区的危

房，还将让他们迎来交通便利、配套

设施齐全的城镇新生活！

今年

3

月

31

日，陈润儿再次率领

区县（市）与相关部办委的党政领导

到各工矿棚改工地听意见、解难题、

抓落实， 再度表明长沙切实推进工

矿棚改工程的决心。

湘潭再次出资

扶持永顺

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赵风华 张友凡） “今年村

里集中育苗，这些稻种 、薄膜 、篾条

都是农技站免费提供的……”近日，

湘潭县河口镇枫树村

45

岁的文茂林

一边向记者介绍， 一边小心翼翼地

揭开秧苗棚，

4

天前播种的谷子已长

出淡绿的幼芽。 湘潭县已建立起这

样的集中育秧示范点

4

个 ， 面积达

6000

亩。 这是该县为促进粮食高产

采取的一个新招。

湘潭县是我省重要的粮仓 ，先

后

5

次获得全国产粮标兵县称号。今

年出台了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意

见》，确立保证粮食优质高产的

12

条

举措，对粮食生产的领导 、责任、资

金投入力度、惠农政策落实、耕地管

理制度、粮食集约化生产、稳定粮食

种植面积、 农业技术服务等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 最具特色的是对粮食

生产加大了奖励力度。 县里设立了

发展双季稻生产奖励专项资金 ，主

要用于对粮食高产创建、种粮大户、

粮食专业合作组织和粮食加工龙头

企业的奖励。

与此同时， 该县采取 “一村一

种”、“一片一种”， 实行 “企业

+

基

地

+

农户”的经营模式，重点办好石

潭、 河口镇万亩双季高产示范片和

22

个千亩双季稻高产示范片， 示范

面积达

6.34

万亩，辐射带动

40

万亩。

为让农民掌握早稻育秧技术和

各级政府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 ，

该县举办了培训班

19

场次， 全县有

1000

户科技示范户和

100

名技术指

导员参加了这次大规模培训。

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刘岳彬 ） “郑大爷 ，您要的

种子送来了 。”近日 ，新田县毛里乡

查林村郑春发老人从县委统战部下

村干部手里接过为他送来的早稻良

种，笑得合不拢嘴。为支持扶助农民

春耕，今春以来，新田县委政府下派

2000

干部职工深入田间地头服务农

民，为春耕生产排忧解难，被大家亲

切地称为“助耕干部”。

该县要求下村干部 “零距离 ”

了解农民春耕生产和当前生活遇到

的困难和需求， 及时为他们排忧解

难。 下村干部通过入户座谈、 深入

田间地头等方式， 向农民宣讲惠农

政策， 帮助农户针对实际制订增收

计划， 组织农民积极投工投劳实施

山塘改造、 扩改机耕道等基础建设

项目建设。 并为农民群众送去生产

资金

300

多万元、“放心农资”

7000

多

吨 ， 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1300

多

个。 他们还通过召开农产品加工龙

头企业、 农产品运销经济组织订货

会这一形式， 促使

100

多家龙头企

业、 运销组织与农民联姻， 纷纷在

农村建立产业和原料基地， 发展订

单

132

份 ， 全部通过 “助耕干部 ”

分别签到丘块， 一一落实到户。 涉

农部门派出的

200

多名驻村干部 ，

大都是农业专家和技术员， 他们深

入生产一线开设田间课堂、 农家课

堂培训农民 、 推广新实用农业技

术。

新田2000干部助春耕

湘潭县多举措促粮食高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