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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葛辉文 关洪日 王文平

初夏， 记者走进澧县农康现代葡
萄产业园。

“产业园采用的是智能化管理模
式， 通过计算机控制系统和人工智能
温室系统，不仅可以看到葡萄的生长，
还可以控制葡萄的生长。 ”王先荣，这
个现代葡萄产业园的主人， 样子朴实

憨厚，说话语气平和。
“这应该是全国葡萄产业智能化

程度最高、 种植最科学的一个示范
园。”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秘书长田淑
芬研究员给产业园贴上了醒目的标
签。

谁能想得到，20多年前，脚下这块
有5000多年稻作历史的土地，还从没
种过葡萄。而今天，这里成了南方葡萄
种植高效示范区， 种葡萄2.8万亩、葡

农3000多户，年销售收入达5亿多元。
这一切， 缘于27年前王先荣的一

个梦。

从农民到专家
“我从来没看到过那么大那么漂

亮的葡萄，吃在嘴里，甜进了心里。”王
先荣至今记得，1986年10月的一天，
在四川峨眉山下一个集镇上， 他的人
生因吃葡萄而改变。

王先荣在西南农业大学教授陈建
国的葡萄园留了下来。两年后，他带着
2000株巨峰葡萄苗回到了家，要在澧
县永丰乡曾家港村的棉花地里种葡
萄。

王先荣的父亲为了阻止儿子“胡
闹”，决然同他分了家。 但倔犟的王先
荣还是种下了葡萄苗， 也种下了一个
21岁年轻人的梦想。

（下转4版①）

本报6月2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陈冠军 刘电波 ）“我有今天的成
功， 离不开劳动部门对我的培训和政
府对我多年的扶持。 ”日前，湘潭市表
彰的20名优秀创业者之一， 湘潭四维
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永忠
在座谈创业体会时， 由衷肯定了湘潭
市培训到人、服务到位、政策到家这一
“三位一体”创业带就业模式。

近年来， 湘潭市以创建国家级创业

型城市为契机，建立了8个创业指导培训
中心，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创业服务
体系。 市里开设了创业大讲堂，每年有计
划地开展面向企业初创者、 下岗失业人
员、大学生、退伍军人、农民工等各类群体
的创业培训。 对已创业的主体和成型企
业，举办提升型培训，全市每年组织培训
100家以上中小企业老板。

完善创业政策，优化创业环境，是
“三位一体”新模式的重要内容。 该市

不断完善和落实了小额担保贷款、市
场准入、税费减免、场地租赁等一系列
扶持政策措施。2009年以来，全市累计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3亿元；投入使用就
业资金7亿元，其中用于创业扶持3.4亿
元。 与此同时，该市着力为创业者提供
优质的后续服务。 市里出台了创业公
共服务制度；建立了创业孵化基地、创
业项目库、小额担保贷款服务机构；派
出创业专家队伍常年活跃在创业者中

间，为其把脉，出谋划策。 在乡镇、街
道、园区、企业中确立了一批创业示范
基地单位，在政策、资金、服务上予以
倾斜，起到洼地效应。 目前，全市认定
市级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单位（企业）已
达80家。

“三位一体”的创业带就业模式，
湘潭市3年新增创业者2.7万余人，带动
就业8.4万人次，湘潭因此荣获“全国创
业先进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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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日讯 （记者 李伟
锋 ）今年6月是全国第12个“安全
生产月”。 以“强化安全基础，推动
安全发展”为主题的全省“安全生
产月”活动今天在浏阳启动。

据了解，今年“安全生产月”期
间，我省将由省安监局牵头在全省
开展系列宣传活动，着力强化安全
生产意识，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这
些活动包括安全生产知识咨询、高
危行业企业职工安全知识讲座、发
送安全常识短信、开展应急预案演
练、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等。其中，针

对地下矿山、露天矿山、危险化学
品、 烟花爆竹4大行业分别制定出
台的4个“企业负责人保护员工生
命安全七条规定”（简称“七条规
定”），将是今年“安全生产月”宣传
教育活动的重点。

省政府副秘书长、 省安监局局
长邓立佳介绍，这4个“七条规定”是
省安监局经过大量调研， 广泛征求
意见，反复修改提炼后制定出台的。
其主要内容在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规程标准中都已有明确规定，都
是有法可依的。 （下转4版②）

本报6月2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谢胜虎）6月1日起，全省已
进入主汛期。 省防指今天分析，今
年我省主汛期防汛抗灾形势错综
复杂，可能呈现前涝后旱的特点。

6月1日至8月31日，为我省主
汛期。省气象部门分析，今年6月至
8月， 湘西北降雨量接近常年或略
多，湘中以南及长株潭地区降雨量
较常年偏多1至2成， 其他地区较
常年偏少1至2成。 雨季结束时间
大部分地区接近常年，也就是约在
6月下旬后期至7月上旬。
雨季结束后， 我省大部分
地区有阶段性的干旱发
生，其中洞庭湖区、湘西大
部及衡邵盆地可能发生明
显的夏秋干旱。另外，盛夏

有台风影响我省东部和南部地区，
影响程度较重。

省防指认为，我省主汛期防汛
抗灾形势复杂、严峻，主要表现为：
一是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难度增大。
前期降雨已使土壤含水量趋于饱
和，强降雨引发山洪、泥石流及山
体滑坡的可能性加大。二是水库防
洪保安压力增大。 目前，各类水库
蓄水较多，调洪能力减弱，各类水
利工程出险几率加大，安全度汛难
度增加。 （下转4版④）

本报6月2日讯（记者 孙敏坚）今
天下午，我省2013年选聘高校毕业生
到村任职笔试在长沙举行，12433名
考生参加笔试。

今年，我省计划选聘2456名高校
毕业生到村任职，共计18313人报名，
经资格审查合格14553人， 其中参加
笔试考生12433人、 笔试免考生2120
人,他们将参与2456个席位的角逐。与
去年相比， 今年大学生村官选聘的准
入门槛再度提高， 更加注重从源头提
高选聘质量。 选聘对象要求具备全日
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重点选聘中共党
员(含预备党员)、学生干部，重点院校
以及农村基层急需专业的优秀高校
毕业生。鼓励高校毕业生回原籍应聘。
全日制普通高校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
究生参加应聘， 符合大学生村官选聘
条件的，免去笔试，可直接进入面试环
节。 （下转4版⑤）

本报6月2日讯 （记者 李伟
锋）浏阳市是我国烟花爆竹重点产
区， 也是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区域，
该市现有合法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1024家。 今天，省安委办召集浏阳
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负责人，在该
市的欧阳予倩大剧院举行安全生
产知识培训，重点宣讲最新出台的
《湖南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负责人
保护员工生命安全七条规定》（以
下简称“七条规定”）。

上午10时30分，近700家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负责人齐聚剧院，省
安监局副局长李大剑就“七条规
定”的出台背景，意义、如何抓落

实、如何保安全等，向在座的企业
负责人作详细讲解。“这七条是约
束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军规铁律，是
企业安全生产的底线、红线、高压
线”；“企业主要负责人， 应该把维
护员工的生命安全作为第一职责，
把员工当成亲人、兄弟，切实保障
他们的生命健康。 这既是法律职
责， 也是社会责任， 更是人道责
任。 ”

台上，正苦口婆心劝诫企业负
责人履行责任， 抓好安全生产；而
台下听者却不怎么来神，有的拿着
手机缩在座位里玩游戏，有的干脆
仰头大睡。 （下转4版③）

湘潭市创业带就业
3年新增创业者2.7万余人，带动就业8.4万人次

———王先荣与常德葡萄产业的故事

一个农民的葡萄梦

2013年大学生
“村官”笔试开考
1.2万名考生参加笔试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重点宣传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企业

保护员工生命安全七条规定

台上苦口婆心 台下睡意沉沉

浏阳安全生产宣讲会睡倒一片

主汛期可能前涝后旱

6月2日， 许多市民在车展的最后一天到车展现场看车购车。 当天， 2013湖南车展完美收官， 销售车辆达14980
辆， 成交金额达28.07亿元。 本报记者 郭立亮 山南报记者 次仁龙布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