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老兵王金柱
喜迎百岁寿辰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春香）3月18日，
抗战老兵王金柱喜迎百岁寿辰。这天，省委统战部负责人和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来到长沙县黄花镇王金柱家中，
为老人祝寿。

王金柱生于1914年，1929年入伍， 曾参加淞沪抗战，第
一、二、三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2001年，在离开家乡70年
后，他以台胞身份回到家乡长沙县黄花镇定居。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廖常书 刘琦 范立华）近日，炎陵县炎帝陵风
景区环山旅游消防通道和停车场两大重点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同时开工。

这两个项目均为国家专项经费投资项
目。环山旅游消防通道全长3.9公里，预计工
期7个月。 另一个项目为建设面积4600平方
米的停车场。

炎帝陵两大重点项目同时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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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勇

春天的深圳，生机盎然。来自衡阳的
90后农村小伙许健， 正在这个充满机遇
的城市四处忙碌，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与父辈当年南下打工不同， 许健没
有在工厂流水线、建筑工地上“卖力气”，
在辞掉一份高薪工作后， 自己成立了一
家公司，目前正张罗着筹备生产。

位于深圳龙华新区华悦路的东辉大
厦， 是许健的亿佳音科技公司办公所在
地。 从2012年11月创立公司至今， 许健
和他的团队一直埋头捣鼓“智能家庭背
景音乐系列产品”， 吃喝拉撒都在这座
写字楼里解决。

连续几个月操劳， 让许健显得有点
疲惫， 但初次创业带来的激情却与日俱
增： “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给自己打
工， 再苦再累都不怕。 再奋战一两个
月， 我们的产品就能面市了。”

2007年10月， 时年16岁的许健即来
到中山市打工。 最初， 他进了一家小型
灯具加工厂， 负责打磨。 “上班环境很
差， 只要机器一开动， 整个车间就全是
灰尘， 下班后吐的口水都是黑的。 工资
按打磨铸件的多少算， 辛苦一个月拿不

到1000元。” 在一次打磨中， 机器上的
砂带突然断裂， 把许健左手大拇指指甲
全部打掉， 他不得不回家疗伤。

之后他再次赴粤闯荡， 屡屡碰壁。
许健意识到， 还是要有一技之长才“吃
得开”。 2008年10月， 他回到衡阳市，
选择一家技校学起了模具设计与结构设
计。

“学校只培训一年， 我们学的都是
一点皮毛， 但毕竟给我打开了一扇窗。”
在许健看来， 这一步走得非常关键。

从学校出来， 许健直奔深圳， 应聘
进入一家手机公司， 每月工资1700元。
他勤奋好学， 逐步熟悉了手机结构设
计， 技术进步很快。

2010年3月， 许健跳槽来到深圳欧
科通信公司， 专门从事手机结构设计，
月薪一下子飙升至4500元。 他说： “这
是一家刚成立的小公司， 一个人要做几
个人的事， 我还有技术， 拿这点钱是应
该的。”

随着技术越来越好、 经验越来越丰
富， 许健后来又多次跳槽， 工资一路看
涨， 从6000元， 到7500元， 2012年3月
达到8000元， 工作领域也从手机结构设
计， 拓展到平板电脑结构设计。

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布的数据， 月薪8000元， 意味着比该
市2012年平均月工资的两倍还多。

“别人可能只看到8000元的待遇很
高， 没看到我这个背后的成本。” 开始
创业的许健， 已经习惯用“成本—收
益” 对比的方式来衡量事物。 他说， 首
先， 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来学习、 提高
结构设计技术； 其次， 手机、 电脑产品
更新太快， 稍微一落后就有可能被淘
汰， 这对他从事结构设计带来很大的压
力， 工作中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 有时
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想想这些
成本， 你就会觉得我的收益不算很高。”

月薪8000元， 不管放在中国当下哪
个城市， 至少不算低。 然而， 对于这份
让许多人羡慕的工作， 许健有着自己的
思考： “天天加班， 透支身体， 不划
算。 我想趁自己年轻， 从纯技术转向经
营， 多做一些尝试， 就当是‘透支’ 梦
想吧。”

拿了8个月的高薪后， 许健毅然选
择了辞职， 怀揣着打工攒下的积蓄与他
看中的“智能家居” 市场， 踏上创业之
路。 对于未来， 身为小老板的他， 描绘
略显稚气而成熟： “等公司做大做强

了， 我也会招很多人来做事， 或许我会
从员工中看到我当年的影子。”

■记者感言

汗水决定香水
刘勇

“你只闻到我的香水， 却没看到我
的汗水 。” 这句最近流行的广告语 ， 的
确道出了职场中的现实。

作为新生代求职者， 90后与父辈们
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 。 父辈当年只求
“有事做”， 而90后则希望工作体面、 环
境好、 待遇高， 这无可厚非。 可是， 现
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在你羡慕别人衣着
光鲜的时候， 你是否探究过人家背后流
了多少汗水？ 你是否扪心自问过自己到
底有多大能耐？

如果你向往香水的迷人气息， 如果
你相信汗水决定香水 ， 那么 ， 趁着年
轻， 安心学一门技术； 在枯燥的流水线
工作之余， 用心领悟现代工业的各种诀
窍； 或者， 在你打工小有成就之际， 去
忍受一段寂寞和磨难， 来一次创业， 兴
许能演绎一段 “逆袭” 的传说。

■当“人口红利”拐点到来———春季招工与就业探访

许健：辞掉高薪工作再创业

3月18日， 常德市鼎城区人武部官兵来到镇德桥镇敬老院， 了解老人的生活情况。 该部将敬老院作为帮扶联系
点， 经常组织官兵上门送温暖， 为老人们排忧解难。 谭建新 摄

千吨级运砂船超载700吨
海事航道部门首次联合巡航现场

处罚:就地卸载，罚款2万元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小刚 卢杨屾）

“湘临机0378号，请驶离航道，在锚地停泊！”今天上午10时，一艘
超载700吨的千吨级运砂船，被我省海事、航道工作人员发现，结
果被就地卸载，并处以罚款2万元等处罚。这是我省海事航道两
部门今天在湘江进行首次联合巡航中，开出的第一笔“罚单”。

此次为期两天的联合巡航范围为湘江干线长沙银盆岭大
桥至岳阳城陵矶航段，全程169公里。其中，航道部门将巡视
检查航道航行秩序等； 海事部门则将对客货船超载等违法违
章行为进行现场处置。

“两部门联合巡航， 可降低巡航成本， 及时有效互通情
况。”省水运管理局局长陈健强介绍，近年来我省水上滥采乱
挖破坏航道现象凸显，船舶超载、非法载客时有发生，严重危
害水上交通安全，制约了水运经济发展。由于水上违法行为复
杂，涉及管理部门较多，省水运管理局决定从今年3月起，在包
括湘江干线在内的省管干线航道实行联合巡航执法， 以保障
航道安全畅通。

据介绍，海事、航道部门将按照枯水期每月不少于7个全
程航次、中洪水期每月不少于5个全程航次的频率进行巡航。

沪深股市大幅上涨
沪市上涨2.66%，深市上涨3.14%

� � �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肖建生）在金融、证券、环保、医药、
汽车股票强劲反弹的带动下，今天沪深股市大幅上涨，其中沪
市上涨59.94点，涨幅2.66%，收于2317.37点，成交1139.7亿元;深
市上涨283.93点，涨幅3.14%，收于9317.97点，成交888.1亿元。

今天沪市参与交易的上市公司有944家股票上涨， 其中
15只股票收于涨停， 下跌23只; 深市参与交易的上市公司有
1489家股票上涨，其中9只股票收于涨停，下跌38家。

今天参与交易的湖南71只股票，除了株冶集团被戴上ST
帽子跌停之外，其它70只股票全部上涨，其中方正证券收于
涨停板。涨幅居前的主要是我省的环保、医药行业的上市公
司股票，如汉森制药，上涨7.55%，永清环保，上涨6.78%。

记者在证券交易大厅对一些股民进行采访，在谈到今天
股市大幅上涨的原因时，他们普遍认为主要是两会结束之后
政策较为明朗，也是最近股市大幅下跌之后的反弹，金融、证
券、汽车行业股票的强劲反弹，是这3个行业股票长期低迷之
后的恢复性上涨，而环保、医药股票的上涨，主要是得益于国
家产业政策的利好支持。

对于后市行情，股民们普遍认为沪市2400点左右有很大
阻力，能否突破这个点位继续上涨，还需得到政策利好的进
一步支持。

巴陵石化为节能
环保轮胎造原料

拟改建3万吨溶聚丁苯橡胶装置
本报3月20日讯（通讯员 彭展 徐亮亮 记

者 唐爱平）全国人大代表、中石化巴陵石化总
经理朱建民最近透露， 巴陵石化将改造建设一
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年产3万吨溶聚丁苯橡
胶工业化生产装置， 为国产节能环保轮胎提供
优质原料。

去年5月，该公司自主完成的“充油型溶聚
丁苯橡胶合成技术开发”科技攻关项目，通过中
国石化技术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拥有全球单套年产能最大的热塑橡胶SBS生产
装置的巴陵石化， 计划将其中一条生产线改造
为年产3万吨的溶聚丁苯橡胶工业化生产线。项
目实施后， 还将进一步推进年产20万吨SBS装
置产品结构调整，实现SBS装置多功能化。

借巨款不还谋杀债主
长沙警方侦破一起命案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施

泉江 徐岳）长沙警方今天披露，长沙市公安局
岳麓分局经过2个多月缜密侦查，于2月26日成
功破获一起杀人抛尸案。

2012年12月9日， 岳麓区含浦镇某小区一
居民到岳麓分局含浦派出所报警称：其丈夫吴
某（宁乡县人，做医药生意）于12月5日接到一
个电话后外出，一直未归，且电话关机。民警经
过侦查， 于2013年2月26日在岳麓区将嫌疑人
张纯（茶陵县人，无业）和胡江园（会同县人，无
业）抓获。

原来，张纯曾向吴某借了10万元，因无钱归
还，便伙同胡江园预谋抢走吴某财物后再将其杀
死。2012年12月5日， 两人准备了迷药等作案工
具， 将吴某骗至芙蓉区一宾馆后用迷药将其迷
倒，然后杀害，并拿走其随身携带的现金6700余
元。随后，二人将吴某尸体运至会同县进行掩埋。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曹娴 ）
我省保险行业服务民生的能力正在
逐步提升。 今天， 记者从湖南保监
局获悉， 今年将加大农业保险规范
力度， 积极稳妥推进我省保险业参
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农业保险条例》 于今年3月正
式实施。 我省将加大农业保险规范
力度， 完善农险承保理赔操作标准、
水稻保险查勘定损标准， 保护投保
农户合法权益； 减轻养殖户缴费负
担， 提高育肥猪承保面； 深化特色
农险试点， 推动农房、 农机具等涉
农保险发展， 扩大农业险覆盖面；
推动建立财政支持下的大灾风险分

散机制， 开展种植险“省到县” 风
险区划研究， 提升农业保险抗风险
能力。

今年， 湖南保监局将继续贯彻
国务院医改工作精神， 发挥商业健
康保险服务民生作用， 推进我省保
险业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目前， 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
保险公司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
具体实施方案， 确保
保险业依法合规承办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
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好
的保险服务。

去年， 保险业为

全省人民生产生活提供6.37万亿元
的财产风险保障， 同比增长40.38%；
累计为1.69亿人次提供养老、 医疗、
意外伤害等保险保障服务。 全省赔
付 支 出 142.6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6.85%。 农业险方面， 去年累计赔
款支出10亿元， 同比增长近四成；
受益农户 （户次） 135.7万户， 同比
增长近23%。

全省将加大农业保险力度
提高育肥猪承保面，发展农房、农机具等涉农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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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73 1000 473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145 160 183200

8 13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2133459
2 3047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22
792

10616

5
9

224

189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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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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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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