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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名单（43人）
浣 兵 湖南龙骧巴士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
周正军 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岳麓大队

三中队中队长
郑小平 （女）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刘继雄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琼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城轨事业

部涂装车间面漆一班班长
易冉 （女） 南车长江公司株洲分公司焊工

新产品班班长
曾惠钦 （女） 株洲硬质合金有限公司型材

合金事业部棒材车间棒材工艺师
罗 军 江麓机电有限公司精密机加事业部

阀芯机加班班长
李建文 湖南省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洋潭

水电站站长
任兴佳 湘潭着意乐鞋业有限公司技术监督员
刘敏 （女） 衡阳市船山实验小学校长
雷庆辉 衡山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
黄跃进 衡南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龙运跃 绥宁县公路局鹅公公路管理站站长
王化永 隆回县羊古坳乡优质生态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农业技术指导
曾定保 邵阳市纪委副书记、 监察局局长
谢清峰 中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

炼油第二作业部主任工程师
李堆林 中国移动湖南公司岳阳市汨罗市

分公司经理
徐石坚 岳阳市林业局局长
杨志祥 澧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邓政权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卷烟厂二车间包装机械维修工

祁开彬 安乡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朱忠成 慈利县苗圃工人
李能知 （女） 益阳市第一中学益师艺术实验

学校高级教师
邹 亮 湖南兵器资江机器有限公司产品

研发中心试制班班长
唐要衡 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选矿厂磨浮车间浮选工
王文革 永州市中医医院院长、骨伤科主任医师
刘 超 湖南长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技术员
瞿自霞 （女） 湖南省湘维有限公司运保车间

有机工段技术员
张 恒 湖南恒嘉木业有限公司生态板车间主任
吴文望 新化县湘渝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班班长
梁晓宏 娄底五江实业有限公司保温瓶厂

三车间主任
孟晓华 （土家） 保靖县自来水公司维修队副队长
张来林 （土家） 湘西自治州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主任
林会平 二十三冶建设集团北京分公司

辽宁大厦项目部项目经理
何醒民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易曙光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敬阳 湖南煤业集团街洞矿业有限公司

茶塘煤矿矿长
何其平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邓楚元 湖南创业电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谭晓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经济林育种与栽培

实验室主任、 博士生导师
余沛然 （苗）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四〇五队总工程师
杨芳 （女）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二分厂

技术科数控编程员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候选单位名单（10个）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地方税务局
平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张家界分公司
湖南省电力公司永州电业局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
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全国工人先锋号候选集体名单（34个）
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九路线
长沙移动芙蓉区分公司宝南街服务厅
长沙市蔬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大明山庄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集团） 有限公司试车中心

涡轴8班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机车屏柜一班
湘潭江南工业有限公司五分厂052车间3班
湘潭市灯饰管理处河东维护队
湖南省电力公司衡阳电业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中国联通衡阳市分公司雁峰珠晖区营销部

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汽车东站
邵阳市新东煤矿采煤一队一班
岳阳市烟草局烟草配送中心
湖南省旺辉食品有限公司兴旺标准化车间
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轧花车间轧花工段
常德移动临澧县分公司集团大客户中心
慈利县邮政局中心储蓄所
益阳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下水道疏浚范建班
湖南南洲酒业有限公司包装车间
郴州市公共汽车公司55路班组
中国移动湖南公司郴州分公司五岭营业厅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
永州市泉辉罐头食品有限公司甜玉米车间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特种机电产品

研究开发中心
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娄底电业局检修公司输电运检业务部
冷水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品质部汽车计量一班
湖南省电力公司湘西检修公司输电带电作业班
中建五局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科技设计部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勘察处

钻探大队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

研究院
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机务服务分公司
湖南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变电检修中心电气

试验一班
中国电信株洲分公司政企客户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胸外科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要求和部署， 为贯彻公开、 公平、 公正原则， 充
分发扬民主，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现将湖南省2013年推荐评选的43名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 10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候选单位和34个全国工人先
锋号候选集体名单予以公示。 如有不同意见， 请于4月1日16时前， 以电话、
传真等方式向我会反映。

意见受理部门： 湖南省总工会生产保护部
联系电话： 0731-84320219� � � � 84320191 （传真）
地 址： 长沙市开福区民主东街11号省总工会办公楼6楼

湖南省总工会
2013年3月26日

湖南省201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奖状和
全国工人先锋号候选对象公示公告

“这份情我们
一辈子都得记着”
———“老大哥”黄铁钢二三事
本报记者 曾楚禹 通讯员 朱琴

“早迁新居的‘安居梦’、多捞票子的‘发财梦’、体面
娶媳妇的‘成家梦’……”3月24日，记者随双峰县不锈钢
项目办工作人员黄铁钢来到印塘乡宋江村铁丝组回访拆
迁户时，村民们正聚在一起，谈起各自心中的“中国梦”。

“还有一个代表全村心声的‘祝福梦’：祝‘老大哥’黄铁钢
家庭好、身体好、样样好……”拆迁户谢早清滚烫的话语，
让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黄铁钢眼圈一红……

1978年，黄铁钢高中毕业。 一次偶然的机遇，他被
招为双峰县农场的一名合同工。 从合同工转正式工再
转干，黄铁钢用14年完成自己人生的“三级跳”。

2011年，黄铁钢抽调到“县一号工程”不锈钢项目
办，协助征地拆迁工作。 项目占地560亩，涉及经开新
区、印塘乡、永丰镇3个乡镇、6个村、18个村民小组；用
地交叉普遍， 争议地块多达40余处； 涉拆房屋75户59
栋， 其中印塘乡宋江村铁丝组需整体搬迁……面对重
重难关，黄铁钢首先从吃透政策上寻找“突破口”。 他请
同事帮忙，把所有征地拆迁文件、案例打印装订成一本
厚厚的书，一个多月挑灯夜读后，他成了征地拆迁政策
的“老里手”。

从2011年3月， 不锈钢项目落户双峰， 短短8个月
内，560亩土地全部征用到位；40多天的时间里，75户、
59栋房屋拆迁基本完成， 黄铁钢也成为征地拆迁户口
碑相传的“老大哥”。

印塘乡人大副主席朱葵飞说， 黄铁钢用一颗赤诚
的公心，换来拆迁户们的信赖和敬重。 印塘乡拆迁户谢
梓南老夫妇年近八旬， 在老屋里住了几十年， 故土难
离，思想包袱很重。 黄铁钢多次接老人去安置区，现场
察看建设进度，陪老人去周边安置户家了解情况，使夫
妇俩解除了心理上的后顾之忧。 谢家小儿子也是户主
之一，一直在沿海经商，对征地拆迁持怀疑态度。 黄铁
钢一打听到他回来，就约项目办的同志上门，逐字逐句
解读拆迁文件，诚恳地请他提意见建议。 通过耐心细致
的工作，谢家小儿子不仅自己主动配合，还帮助项目办
做了大量工作。

印塘乡宋江村铁丝组整体搬迁安置基地选址时，
为给拆迁户们寻找一个满意的新家， 黄铁钢走遍了周
边的山山水水，协调项目办5次征求意见，9次召开专题
会研究，3次修改县城建设规划，最终确定新址。 拆迁户
们感动地说：“这份情我们一辈子都得记着！ ”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百姓点题】
近日，益阳市赫山区居民反映说，近些

年来， 区政府扎扎实实为民众办了许多好
事、实事，如在资江大堤泥湾码头至三岔堤
高峰堤段处铺设了水泥路面， 极大地方便
了人们出行，广大群众对此赞不绝口。

可是，好景不长。 自从资江大堤新华、
高峰处各自建了砂石场以来， 那些运输砂
石的大汽车跑来跑去， 日复一日， 年复一
年，时间一长，这段来之不易的水泥路面就
逐渐被超重汽车压得“体无完肤”、“惨不忍
睹”。过往群众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苦
不堪言，更重要的是，还给抗洪抢险留下了
严重的隐患。 对此，群众强烈呼吁：尽快修
复并保护好这段路，造福于民众。

【记者追踪】

烂路上：超重大卡车川流不息
3月中旬，记者来到资江大堤对群众反

映的问题进行调查。 这是沿资江的一条大
道，它肩负着防洪、交通等几大任务。 记者
看到，路上拖砂石的货车川流不息，其中不
少是上百吨的大卡车， 一颠一颠地在烂路
上艰难行驶着。路上很少有小汽车经过，村
民说都绕道了。 不一会儿，记者却意外地看
到有一辆小轿车小心翼翼地在烂路上缓慢
行驶着，司机抱怨说，他还是一年前走过这
条路，那时还是平坦的水泥路，没想到现在
会变得如此破烂不堪。

周围村民对此更是牢骚满腹。新华村一
位姓廖的老大爷诉苦说，大堤上的路根本就
没办法走了，村民出行很不方便。不仅如此，
许多司机还借道从他们村道上穿行。小小的

村道哪里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车流！ 村道、
村民的安全都受到了极大威胁。村民们告诉
记者，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多次，要求修
好这条路，但至今还未有消息传来。

水利局：马上进行重修
记者采访了赫山区水利局砂石管理办

公室主任李建良。他说，群众反映的情况属
实。 资江大堤泥湾码头至三岔堤高峰堤是
该区一条重要的交通和防汛通道，2009年
就进行了水泥硬化。2010年，益阳市对砂石
市场进行整顿， 资江沿线砂场只剩下4个，
三岔堤是最大的砂石场，车流量剧增，超载
情况更是严重，路很快就被压坏，到去年8
月已坏得几乎无法通行了。市、区两级政府
对此很重视，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决定整
修这条路。 此工程于去年12月已完成招投
标。 考虑到这条路是砂石场的材料运输通

道，重车为主，所以按特重交通等级设计，
投资470多万元，设计使用年限为20年。

李建良介绍，这条路预计在3月下旬正
式开工，计划2个月完工。 建好后，交警将进
行限载管理，确保道路畅通。

【主持人语】
俗话说，“三分建设、七分管养”。 加强道

路养护，可以延长道路使用寿命，维持道路正
常通行，提高道路的使用效益。 可是，一些道
路特别是农村道路建成后，由于管理养护主
体不明确、责任不落实，养护资金缺少稳定渠
道等原因，导致不少新修的道路无人养护、无
人管理，损坏严重，从而产生新的“行路难”问
题。 资江大堤几年内不得不重修的教训告诉
我们，重建轻管无异于劳民伤财。道路建成后
需要把道路的管理和养护摆在更加突出的地
位，维修管护要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学习，做最富感召力的灵魂
———怡清源党支部“创学”侧记
本报记者 尹虹 通讯员 谭钒

隶属长沙
隆平高科技园
管委会党委的
湖南省怡清源
茶业有限公司
党支部（以下
简称“怡清源
党支部”）地位
颇高， 因为公
司董事长简伯
华认定： 企业

必须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企业的党组织。
在网上点开特色独具的“怡清源党支部博客”，伴

随琳琅满目、声情并茂图文扑面而来的，是颗颗红心争
向党的青春激情、炽热忠诚。

3月下旬， 记者作访“红旗党组织”、 “学习型组
织” ———怡清源党支部。 走进怡清源总部大楼，第一眼
看到的就是满满两面“党员承诺墙”。 总公司35名党员
庄严承诺：立足岗位，带头学习提高、争创佳绩、服务群
众、遵纪守法、弘扬正气。

怡清源党支部书记邓学武兼任公司总经理， 是个
憨厚稳重的中年男，他春节后发给总部170多位员工的
第一条微信就是：学习是福利，培训是待遇，知识创财
富。 学习是永恒的，应该成为一种习惯。

“党组织要成为富有感召力的企业灵魂，必须与时
俱进不断加强学习、完善自我，才能确保企业方向明、
正气盛。 ”基于这一认识，怡清源党支部近几年坚持多
层面并举，努力引领学习型组织建设：

规范化“硬学”。 支部每月一次主题学习，紧紧围绕
党建理论、党的最新路线、方针、政策展开；支部委员、
党小组每周一次例会，及时交流相关信息、思想动态；
结合企业文化、党性教育，以授课、知识竞赛等形式，常
年开展有计划、多层次全员培训学习。 因为企业涉农，
每年深入研讨中央1号文件已成为员工“必修课”。

灵活化“软学”。 注重依托丰富多彩的支部活动为
广大党员、员工输送“正能量”。 公司设有“党员舒心
吧”、“党员谈心室”、“职工书屋”等学习交流场所，经常
开展一对一党员谈心、帮扶活动，组织读好书、观励志
电影，引导大家尤其是青年员工牢固树立正确价值观。

制度化“考学”。 在怡清源，“积极备考”是一种常
态： 员工参加培训后要考试； 党员须参与长沙党建网
“先锋潮”远程教学，每月一考检查学习情况；每年4月
结合岗位、专业、时政全员大考，不合格者可补考一次，
再不合格就得转岗。

注重学以致用。 党支部积极引导党员、员工及时化
学习力为创造力，大力推动企业发展。 从2010年开始，
怡清源一直参与长沙市经委组织的大型课题化项目
“企业管理模式升级”，要求各部门通过学习、思考、论
证，自行确立目标、配置人员、细化举措、破解瓶颈，大
大加快了员工的成长步伐。

花瑶文化进隆回校园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罗理力）

“春季里来咚咚，是新年呀咯里咯……”连日来，课间活
动时，在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民族团结中学操场上，一
群身着花瑶服饰的初中学生手拉着手， 伴着欢快的节
奏跺脚、甩手，跳起瑶山咚咚舞。 跳花瑶舞蹈，是该校

“花瑶文化进校园”内容之一。
为传承花瑶文化，该校从2007年开始，把花瑶文化

纳入校本教材， 美术课画花瑶桃花、 体育课跳花瑶舞
蹈、音乐课唱花瑶山歌，并邀请花瑶民俗研究专家来校
讲课。 经3年实践，花瑶文化进课堂已形成体系，对推广
花瑶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资江大堤道路亟须重修

3月25日，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街道联合城管、公安对人民东路世嘉国际华城一个门店的违规广告招牌依法强制拆除。 根据《长沙市城市容
貌规定》要求一店一牌，设置大小高度不能超过1.5米，宽度不超过门面宽度，位置要设在门楣的正上方，所有广告招牌设置之前必须要到城管部
门备案。 芙蓉区城管之前对这一违规广告牌下过整改通知书，在得不到改变的情况下要求其自行拆除，店方均没有行动。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湖南中旅百家供应商
承诺文明旅游服务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
讯员 王天球）“坚决杜绝零负团费，杜
绝强迫自费和强迫购物，倡导自游消费
和明白消费！ ”3月22日下午，湖南省中
国旅行社、湖南中旅假日旅行社有限公
司和来自各省的百余家旅游供应商庄
严承诺，践行省旅游局倡导的“明白消
费，快乐旅游在湖南”的活动。 共同塑造
旅行社快乐旅游、文明旅游、品质旅游
的新形象。

现场，在省旅游局负责人和媒体记
者的见证下， 百余家旅游供应商还承
诺：实行明码标价，做到质价相符，倡导
游客理性消费；注重接待细节，畅通投
诉渠道， 对旅游接待差错实行零容忍，
力争实现旅游零投诉，依法保障游客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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