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型”知识进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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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严芳 李敏辉
本报记者 张斌

连日来，地处湘西武陵山区的湖
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办大康
讲坛， 身为70后、80后的王中华、曹
明等青年才俊登台，向青年员工们讲
述了自己走出校园、加盟大康、刻苦
磨砺、实现梦想的成功经历。

近10年来，1500余名青年学生
先后在大康牧业的支持与鼓励下实
现梦想，其中500人在公司资助下成
为周边有名的养殖大户，98人通过应
聘考试成为大康牧业一线养殖员工，
25人被提拔到了各级管理岗位。

大批青年才俊扎根猪场
走进大康牧业一个个养殖基地，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朝气蓬勃。
大康牧业董事长陈黎明，当年丢

下铁饭碗， 带领9名怀化外贸系统的
退伍军人，揣着凑来的6万元资金，创
下一片事业。 为了给年轻人腾出位
子， 第一代创业股东正逐步退出，而
一批70后、80后青年成长起来的高
管团队已经顺利接班。唯才是举的理
念和用人机制，深深吸引了一大批年

轻学子扎根猪场，实现成才的梦想。
副总经理王中华，21岁大学毕业

进入大康牧业。 在公司工作的13年中，
历任饲养员、技术员、猪场副场长、场
长、 总经理助理、 公司副总经理，从
2012年开始主持公司经营工作。 副总
经理、永昌畜牧总经理曹明，19岁加入
大康牧业创业， 他带领永昌畜业承担
了大康牧业从英国引进的300头曾祖
代原种猪的保种、育种和饲养工作，目
前永昌畜牧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原种
猪场。 兽医研究室主任龚瑞是毕业于
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生， 他潜心学习
现代化系统化管理知识， 已成为大康
牧业兽医疫病防控的中坚力量。

为了让年轻人与企业共成长，大
康牧业还将企业效益与他们的贡献
挂钩。现在，公司有20%的股份为58名
从学校毕业来公司工作的员工持有。

创新养殖模式助飞梦想
走进溆浦县，4个生态养殖村的

397个家庭猪场格外引人瞩目， 其中
287个是返乡青年建成的。

大康牧业吸引和培养青年人实
现成才梦想不仅限于公司内部，而是
凭借农业龙头企业的特点，在溆浦县

不断地创新养殖模式，带动更多的农
村青年学生回乡创业。

公司与每个家庭猪场主签订代养
协议，公司提供启动资金、种猪、饲料
和养殖、防疫技术，确保家庭猪场出栏
每一头生猪的稳定收益。 这一成功模
式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养殖业可持续发
展问题， 也给广大的农村青年学生提
供了一个本地就业、 就地转换为新型
农业工人的平台和载体。

溆浦岗东乡洞坪村二组村民奉
超刚，从学校毕业后本来在湘潭办公
司。 他获悉大康牧业在家乡创办家庭
猪场的信息后， 立即将公司转让他
人，回乡将资金全部投入家庭猪场建
设。 目前，他的家庭猪场已经建成猪
舍2栋，喂养肥猪428头，还有3栋猪舍
正在兴建。 5栋猪舍全部竣工后，每批
次可育肥猪1000头， 一年出栏可达
3000头，纯收入30万元。

目前，大康牧业已将这一模式逐
步向以湘西为中心的武陵山片区推
广。

建立返乡创业青年
养殖技术培训体系
大康牧业还建立了一套符合湘

西山区特点的返乡创业青年养殖技
术培训体系。

公司与国内外知名院校与研究
机构联合办班， 将集中培训与生产
基地实习相结合， 使更多返乡青年
学生养殖户掌握养殖技术。 对于那
些有志于生猪养殖事业但苦于资金
不足的返乡青年学生， 公司采取比
较灵活的方式， 确立了“资金与技
术服务先行” 的共赢模式， 公司为
青年学生们免费提供仔猪、 饲料、
技术、 信息、 销售等一条龙服务，
按市场平均利润水平， 每头商品猪
给青年学生创业者合理的利润回
报。

溆浦县仲夏乡舒刚学校毕业后
在广东打工， 2010年回乡加盟大康
牧业， 凭借打工攒集的10000元现
金建了栏舍。 大康牧业给他赊销了
18头仔猪， 并承诺定期供应饲料及
提供防疫服务。 舒刚利用大康牧业
提供的仔猪、 饲料及防疫服务， 育
肥猪当年就周转了4次。 随着资金与
技术的积累， 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他已建成5栋栏舍， 每年可育肥
猪400头， 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养殖专
业户。

本报5月22日讯（通讯员 刘峻峰
记者 何国庆）近日，湖南农业大学举
办以“同瞩食品安全热 共筑美丽中
国梦”为主题的第十二届食品文化艺
术节在此举行。 厨神大赛、食品艺术
作品展、院企合作展、食品文化长廊、
食尚乐园、食话实说六大系列活动如
火如荼地展开。

厨神大赛中，由该校各片区食堂厨
师和大学生分别组成专业组和学生组
展开“厨神”的角逐。 院企合作展中，湖
南插旗菜业有限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坛坛香调料食品有限公司
等20余家企业进行现场产品参展和人
才招聘。食品文化艺术展参展作品是以
载人交通工具为原型，采用各类日常食

品原材料制作而成。 用绿豆、 红豆、白
米、玉米渣、山楂片等多种食材制作的
“长征2号”火箭、大巴车、轮船、飞机、
“和谐号”动车等交通工具模型，惟妙惟
肖。

该活动承办单位———湖南农业大
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院长邓放明表示，
举办食品文化艺术节有助于中华食品
文化和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有利于实
现专业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理论教学
与实践技能培养、大学生文化活动与就
业创业三结合。 据悉，由该校食品科学
技术学院牵头申报的《食品文化融入思
想政治教育的常态化实践》项目获省教
育厅批准，列为我省高等学校校园文化
精品项目予以立项建设。

本报记者 匡玉 通讯员 夏建军

曾巧敏：要对各项民生工程定责
任、定岗位、定人员、定期限，坚持按
时间表有条不紊地推进。

“搞好民生工程，关键是抓落实。
要对各项民生工程定责任、 定岗位、
定人员、定期限，坚持按时间表有条
不紊地推进。 ”近日，衡山县县长曾巧
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语气坚定地说。

曾巧敏19岁参加工作，在过去20
多年中，她从最基层的岗位起步，这也
使得她更知民生之需、百姓之盼。

说起当前衡山要做的民生大事，曾
巧敏如数家珍。 完善燃气、人防工程、垃
圾中转站等市政设施专项规划， 编制好
一、二级中心镇总规、控规，推进八里片

区等重点区域规划编制。 推进南岳高速
县城连接线、滨江路五期、青云西路建设，
启动紫巾沿山公路前期工作， 改造建设
街等背街小巷。 启动湘江二水厂建设，做
好污水处理厂二期前期工作， 推进城南
片污水管网改造。 启动犀牛岭城中村改
造，加强紫巾山森林公园保护管理，推进
毛泽建公园建设，启动衡岳广场建设，完
成砂石码头搬迁，实施路灯节能改造。 强
化农贸市场管理，引导临街铺面、夜市摊
点规范经营。力促华夏湘江、衡山竹海、九
观湖休闲观光度假园、 南岳衡山旅游农
业休闲观光园等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

同时， 力争华夏湘江项目进入省
重点项目，店门白泥村、白果岳北片、
福田白云片创建五星级乡村旅游服务
区。 提升竹书竹艺、皮影影型、黄鸡熟
食、陶瓷制品等旅游商品品质。建好新
桥水厂，扩建东湖水厂，动工建设店门
水厂。启动南马线改造，稳步推进农村
公路连通工程。 改造危桥3座，完成渡
改桥1座，改造湘江渡口码头5处，建设
标准化客渡船5艘。加强城乡低保对象
动态管理，提高补差标准。

曾巧敏表示，衡山今年将把大部
分公共财力用于民生工程，城乡居民
收入力争增加13%以上。 同时，要管
住公职人员烟蒂子、菜单子、车轮子，
削减公务接待经费15%以上。

曾巧敏深情地说，衡山人杰地灵，
山清水秀。 现在发展的接力棒传到了
我们手中， 我们有责任让这方山水焕
发勃勃生机，让这里的人民幸福安康。

本报5月22日讯 (通讯员
叶赛兰 )5月19日， 一家依托专业
律师团队、打造创新型民间金融中
介服务平台的公司 ———湖南中盈
律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长沙成
立，它通过专业服务为投融资双方
牵线搭桥，为急需资金者寻找合法
的资金来源，用法律手段防控民间
借贷风险，以有效缓解民间投融资
领域面临的“两多两难”(民间资本
多，投资难；中小微企业多，融资难)
困境。

近几年， 民间借贷在我国特
别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一带异常
活跃， 但由于缺少正规合法的民
间借贷服务平台和统一的监管机
构，民间借贷市场异常混乱，高息
高风险一直充斥着这个行业。 业
内人士认为，只有搭建正规、合法
的民间借贷服务平台， 加上政府
完善相关的监管政策， 使民间借
贷由地下转为地上， 在阳光下发
展，民间借贷才能走得更远。

“青春梦”映武陵山
———大康牧业倾情青年就业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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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原材料制作交通工具模型
湖南农大举办食品文化艺术节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周月桂）5月
19日至25日是全国第十三次“科技活动
周”。 作为我省科普周的主体活动，两型

社会知识进高校讲座，5月20日在湖南大
学启动。 讲座共分为4场，将分别在湖南
大学、中南林业大学、湖南农大、中南大

学举行，邀请了中南大学教授时章明、刘
志强等，就我国目前的能源形势、气候变
化应对、环境污染治理等主题进行演讲。

县（市、区）长 话民生

民生工程重在落实
———访衡山县县长曾巧敏

曾巧敏 通讯员 摄

打造民间金融
中介服务平台

5月 20日 ，摄
影爱好者和游客
在武陵源袁家界
景区拍摄云海奇
观。 当天 ，张家界
市武陵源核心景
区出现雨后云海
奇观，让前来游览
的游客们大饱眼
福。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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