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阳烟草“船文化”内涵
“船”文化源远流长、趋时更新。 其一，中国烟草坚持和完善专卖体制

下市场化为取向的竞争，面临着全球的市场格局，就像是巨轮出港，驶向
远洋；其二，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因隐居衡阳县石船山，故后人称船山先
生，石船山，群山巍峨，林木苍郁，中有一圆锥形山体十分耀眼，顶端横着
一块巨石，犹如一艘巨大的轮船在林海波涛中航行；其三，团队意识是雁
城衡阳的地域文化精华，衡烟人也一直将此深烙在心，以“同舟共济、众人
行船”的团队行为为形象表达；其四，衡烟领导班子和干部员工深知“零售
客户是上帝、消费者是衣食父母”的道理，把他们看作行船之水、生存之水
善待而和谐共赢；其五，在衡烟巨轮在历届船长和舵手指挥下，全体船员
共同奋斗下，乘风破浪、开拓创新。

衡阳烟草“船文化”核心理念
坚持以“船”为载体，以“行船”为表达，以“同舟共济”为准则，以“勇往

直前、驶向彼岸”为追求，肩负企业使命，明晰企业愿景，履行企业战略，提
炼企业价值，打造企业精神，树立企业形象。

箴言 1：以人为本，以船为家。

箴言 2：天时、地利、人和是行船的最高境界。

箴言 3：彼岸，我们永恒不变的追求目标。

箴言 4：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箴言 5：做大事，大气节，挂云帆，济沧海。

箴言 6：防范积羽沉舟，注重细节管理。

箴言 7：善于顺水推舟，敢于逆水行舟，

乐于风雨同舟。

箴言 8：有尺水行尺船，小心驶得万年船。

箴言 9：学习是航行的永动力。

箴言 10：行动是最好的航海箴言。

衡阳烟草“船文化”
航海箴言十条

南华大学是由原隶属中国核工业总
公司的中南工学院、 核工业第六研究所
与原隶属湖南省的衡阳医学院合并组建
而成的面向全国招生的多科性大学。

南华大学现设有 62 个全日制本科
专业，11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 个一级
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07 个硕士学
位授权点。 学校现有全日制学生 3.4 万
余人， 其中本科生 3 万余人， 研究生
4000 多人。

南华大学核特色鲜明。 现有核反应
堆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核化工与核燃
料工程、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等 10 个核
专业，涉核专业 20 余个，是我国核本科
专业较齐全 、本科生规模较大、培养层
次完整的高校。

近年来， 学校每年向国防系统和
核工业系统输送毕业生 1000 余人。 建
校 53 年以来， 累计已输送了 5 万名核
类高级专门人才。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
司先后授予南华大学 “十五 ”、“十一
五”期间为核工业培养和输送人才“突
出贡献奖”。

在科研方面，学校拥有 4 个重点实
验室和研究基地， 即铀矿冶生物技术
实验室、氡实验室、溶浸采矿实验室和
核能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学校拥有
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即污染控制
与资源化实验室； 拥有湖南省高校产
学研示范基地， 即工艺风力与湿能技
术研究基地； 还拥有湖南省铀矿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拥有 8 个国
防科技创新团队，省级研究生创新基地
3 个，2009 年，学校“核科学与技术科研
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学校先后获多项国家国防科技奖
和资质,学校承担国家 973 项目、863 项
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企事业
单位项目等近 900 余项，今年学校获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2 项，在湖南
省属高校中名列前茅。

近年来， 南华大学按照 “提高质

量、彰显特色、改革创新、强化内涵”的
发展思路，转方式、调结构、争项目、强
管理、抓质量、上水平，学校服务核工
业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开发新技术、产
学研结合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

发挥学科优势
开发核能新技术

南华大学是我国从事铀矿采、 选、
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一
所高校。在地浸、堆浸、原地爆破浸出、铀
水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科技
成果，为核能发展提供了先进的采铀技
术。 这些成果已广泛应用于新疆、云南、
广西、广东、江西等省的铀矿开采，如溶
浸采铀离子交换成套设备等。 学校还为
国外提供了相关技术服务。

铀矿冶生物技术是学校在新时期
研发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铀矿开采
新技术。 铀矿冶生物技术实验室是国
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是从事铀矿浸出
生物技术、放射性废水生物处理技术、
放射性污染地域生物修复技术等领域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重要基地。 南
华大学的“铀矿冶生物技术团队”入选
了首批国防科技创新团队。

南华大学在攻克放射性监测难
关， 为核与辐射安全提供技术保障等
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如，氮－13 监测
系统打破了法国的技术垄断， 已广泛
应用于我国核电站和核动力装置等 ，
获得了核电行业的认可， 列入了核电
站标准设备名单。 学校的氡实验室是
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氡计量组织在亚
洲的一个协调实验室(全世界共 7 个这
样的实验室)， 是国家氡计量检定专业
实验室，是省一类重点实验室，已为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400 多个单位提供了
技术服务。

学校研发的连续测氡技术和设备
为防止有害气体氡对人造成辐射伤害
提供了安全保障， 局部除氡装置研究

成果已应用于指挥系统和民用矿山的
个人防护。

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学校制定了铀
矿井排氡通风技术规范(EJ359－89)和铀矿
堆浸、地浸环境保护技术规定(EJ1007－96)
等一批核工业环境保护标准。

在推动技术转化产业方面， 南华
大学以 “卷接设备集中工艺风力与除
尘技术 ” 为主体 ， 创建了学科性公
司———三力公司， 为烟草行业创造了
上百亿元的行业经济效益， 公司年产
值近亿元。

学校利用防氡科技成果， 开发出
了防止室内氡气辐射的防氡涂料———
“瑞尔康”， 获得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评
价和推广。

学校研发的铯源型 γ 射线钢水液
位计打破了德国的技术封锁与垄断，
目前占有全国市场的 95％以上，并远销
欧美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该项技术
为主体的学科性公司———衡阳镭钼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系列连铸测控
技术为我国成为世界钢产量大国和形
成多种特型钢材的生产能力作出了突
出贡献。

学校的空气等离子切割技术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国际尤利卡金奖，并已
得到广泛应用， 催生了 260余家企业，创
造了上百亿元的行业经济效益。

搭建平台
促进产学研相结合

南华大学与相关企业积极开展交
流与合作，形成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
系。 近年来，学校与中核四○四有限公
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核动
力研究设计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西南物理研究院、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中核北方核
燃料元件有限公司、 中核八二一厂、中
核陕西铀浓缩有限公司、中核兰州铀浓
缩公司、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等单位签

署了核技术产学研合作协议。
南华大学是我国较早从事辐射防

护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高校之一，是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家环保部授权的
“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机构。 学校每
年为全国辐射防护人员提供辐射防护
技术培训， 为省内外核电站新进员工
提供核安全与核技术培训。

南华大学核设施安全管理与可靠
性分析技术团队是国防科技创新团
队。 核电站人因可靠性研究成果已应
用于秦山、 大亚湾和岭澳等我国现役
核电站，产生了显著的效益。

学校的放射性测量与防护技术团
队是湖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 其相
关研究成果广泛应用在核工业铀矿冶
系统个人剂量监测、 国家地震系统测
氡以及其他需要测氡的行业领域。

学校积极推进核医交叉融合 ，在
临床医学专业设置了放射医学方向 ；
主要从事电离辐射生物效应及机制 、
辐射损伤诊治及防护方面的教学与科
研工作。 目前，学校正以附属南华医院
(原核工业 415 医院 )为基地 ，依托核、
医两大学科专业筹建湖南省核应急医
疗中心。

学校还积极投身于地方经济社会
建设，利用自身的智力优势、人才优势
和科研优势，为湖南省新型工业化献计
出力。 受湖南地方委托，学校参与制定
湖南省核工业发展规划。 学校派出专家
参与地方核电站选址工作。 近年来，学
校已与地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华
菱衡钢、三力公司等企业建立了稳定的
产学研基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

突出核特色
强化内涵发展

“转方式、调结构”，对学校的要求就
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加
强内涵建设，提升科研与生产能力。

学校全面实施优势学科群公共科
研平台建设方案， 着力建设以核工业
第六研究所为重点的理工科平台，建
设以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为重点的医科
平台和以核能经济与管理中心为重点
的人文社科平台， 逐步从教学型向教
学研究型大学转变， 不断提高学校服
务国防科技工业、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

为了使学校核特色更加鲜明 ，提
高核人才的培养质量， 南华大学抓住
核工业大发展的机遇， 调整学科专业
结构， 确定了学科专业建设的重点 。
2006 年， 学校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学
院， 统筹学校国防军工科研和人才培
养。 2007 年、学校新增了核化工与核燃
料工程、核物理 、核安全工程等专业 ，
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以核学科为核心
的国防科技学科群。 2008 年，学校调整
了核学科布局， 将原来分散在 6 个学
院的核类学科集中到了 2 个核学院。
2009 年， 根据湖南省新型工业化和社
会建设的需要，依托环境工程、安全工
程等学科专业， 南华大学新成立了环
境保护与安全工程学院， 统筹环境保
护学科专业的发展。

南华大学是我国批准面向核工业
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子弟单独招生的
高校。 由于学校办学特色鲜明，办学水
平逐年提高， 南华大学的生源逐年增
加。 目前，学校已逐步稳定招生规模，将

招生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生源质量上。
近几年，学校第一志愿录取率达 100％，
在 13 个省份进入了一本招生， 在省内
的录取分数线接近一本高校，投档线已
连续三年位居省属高校前茅。

“十二五”期间，学校确立了建设“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核类学科群目标，
把南华大学建设成为省内一流、国内知
名、具有国际影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
学研究型大学。为实现这个宏伟蓝图，学
校将加强特色学科建设，构建优势学科
体系，提升核医和环保等学科专业的贡
献水平，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形成学校
的核心竞争力，使学校成为国防科技创
新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努力建
设一支创新型的科研队伍， 并培育 3~5
支有突出贡献的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建
设 8～10 个具有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的实
验室，培育打造国家核学科实验室；根据
湖南省新型工业化和七大新型战略性
产业发展规划，调整学科专业结构，进一
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瞄准地方经济建设需要，承担重大科
研项目，形成新的生产力，为全省新型工
业化凸显科研成果转化率和贡献率；开
发研究出一批在国际、国内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科研成果，加速产学研成果转化
进程，重点在采铀新技术、辐射防护新技
术、乏燃料后处理、反应堆可靠性分析技
术、核设施退役与治理、核电站经济评价
与管理信息化等研究领域开展科技攻
关，力争取得新的科技成果；建设成国家
重要的高层次核类专门人才的培养基
地，计划培养核类学科专业本科生 6000
余名、硕士生 1200 余名、博士生 100 余
名， 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一支核电湘军，
为国内外核电站的建设提供人才队伍。
不断实现新跨越。

春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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