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计划引进
国（境）外专家6000余人次
为海外引进人才提供网上一站式服务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周彬 徐
利平） 湖南省特聘外国专家彭峻创办安普诺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公司落户长沙经济开发区以来，企业产值和营业
收入连续三年成倍增长，2014年产值达4000万元。 这是
我省引进国外智力人才来湘创新创业的一个案例。 今天
上午召开的全省引智工作会议透露，2015年， 我省计划
实施引智项目460个左右，引进各类国（境）外专家6000
余人次，新建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单位）10个，选派各
类人才出国（境）培训800余人次。

“充分发挥境外人才的专业优势、经验优势、信息优
势和资源优势，尽快产生和形成智力成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省外国专家局局长黄赞佳介绍，
2015年，我省将重点引进一批能够引领突破前沿领域和
战略技术能力的科学家和领军人才。 通过抓好企业海外
工程师、企业管理精英、“两型社会”大师、惠农技师等专
项，增设“国家级园区重点专项”，重点为我省经济布局、
产业升级、区域发展等提供境外人才智力支持。重点支持
电子商务、文化创意、互联网产业等现代服务业高层次人
才引进。

据悉，为了更好地优化环境，积极为海外引进人才提
供专业化、人性化服务，省外专局今年将开辟引才绿色通
道， 建立我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网上服务平
台，整合部门资源，积极为海外引进人才提供“一站式”的
便捷服务。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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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能
通讯员 何勇

� � � � 【名片】
李今微，1984年出生在浏阳市溪江

乡，湖南省医药学校中专毕业。打工时就
立下创业的梦想， 现为长沙普济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年产值超亿元。
� � � � 【故事】

初见李今微， 是在浏阳生物医药园
内她公司的办公室。

齐肩直发、职业装，直接而简单的寒
暄，处处透着一股成熟和干练。

时间回到10年前，她“豪言壮语”般
提出自己5年后单干的创业梦想。 那时，
她不过是一个中专毕业， 进入制药厂工
作不满一年的黄毛丫头。

最亲近的哥哥拍拍她肩膀， 开玩笑

说:“我只盼望着你当老板了， 将来你的
好房子借我住住，好车借我开开就行。”

出生贫困农民家庭，一个中专生，一
没资金，二没资源，三没技术。创业，近乎
是天方夜谭般的梦想，但她就是要“揪住
梦想的尾巴不放”。

在浙江仙居制药打工的3年时间里，
收她为关门弟子的老师傅走了， 一起毕
业的同学离开了， 身边的博士研究生也
换了一茬又一茬。 她却整天穿一个白大
褂扑在了实验室和车间里, 理论知识不
够，缠着以前学校的老师，一个又一个电
话请教，一个电话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

“3年时间至少干了6年的事。”一米
六几的李今微，体重也掉到了80来斤。

有人不解：“小李，你傻呀！老板又没
加班工资给你。”

李今微认为，技术学到是自己的，老

板还给发工资，感激还来不及呢！凭着这
股劲， 她3年拿出了3个新产品的研究成
果。也就在这3年，凭借积攒下来的工资
和奖金， 她有了第一笔十多万元的创业
资金。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创业虽
然有了一定技术作为支撑，找资金、谈合
作，尝试了很多，都失败了。这时，原来的
老板从浙江追到了她浏阳的老家， 许下
了股份和分公司总经理的职位， 她毅然
拒绝。

“我只想尝试下看自己创业到底行
不行。”资金不足，厂虽然办不了，那就从
干个体户开始。2006年初， 她在老家浏
阳长溪村花了600元租下一栋民房，拉
上哥哥和一位以前的同事干了起来。

没设备，就自己动手做；没原料，就
拿技术作抵押，找熟识的供应商赊。经过

几年苦心经营，那间民房内的小作坊，至
2014年底，已经变身为长沙普济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年产值过亿元。

回家过年
顺路就搭顺风车吧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彭彭 通讯员 罗懿)2月

11日上午，由新浪湖南发起的“2015回湘过年”春节回家
顺风车第四季公益活动，在长沙举行发车仪式，数十辆
系有绿丝带的爱心车从活动现场缓缓驶出。

“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到目前已举办三季，今年的
顺风车活动提供了多种回家便利。 在“哪里人多送哪
里———免费包车送你回家”活动中，经过数千网友票选
征集回家目的地， 益阳报名人数领先。11日上午的发车
仪式现场发出3辆大巴， 免费送参与活动的益阳老乡回
家过年。2月12日至16日，每天还将发出1至2辆长沙至益
阳的大巴。目前益阳专线还有少量余座，如有需求，仍可
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731-88708056转8055进行报名。

除此之外， 广东作为外出务工的湘籍老乡聚集大
省，今年的顺风车活动还提供了8辆大巴，在广东开展包
车送湘籍农民工回家过年的爱心活动。2月10日已有3辆
大巴从东莞出发，并平安抵达11日的活动现场。2月12日
至2月15日， 每天将会有一辆大巴继续免费送在广东的

“湘”亲们回家过年。

涉嫌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

“网络大ｖ”
格祺伟等5人受审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何淼玲 陈鸿飞）今天，衡阳

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网络大ｖ”格祺伟等５人
涉嫌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一案。

雁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格祺伟利用自己的网络
影响力谋取非法利益，同时蓄意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编造事件
制造网络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011年开始，格祺伟等５名被告人运用各种手段收集各
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负面信息，由被告人张桓瑞
选题，然后安排其他被告人对涉事单位进行采访、写稿，以新
闻补充采访函的形式发给涉事单位，利用涉事单位、个人害怕
舆论压力的心理，迫使涉事单位、个人找被告人一伙进行“协
商”。张桓瑞等人以删除负面报道或不再跟踪报道为由，通过
威胁或要挟方式，以做“广告”、“宣传”的名义索取钱财。

公诉机关认为，格祺伟等５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在网络等媒体上发布或删除负面消息等方式，威胁、要挟他
人，索取钱财，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以敲
诈勒索罪追究５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此外，格祺伟编造虚假
信息在网络上散布，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同时涉嫌寻衅滋
事罪，应数罪并罚。

因案情复杂，此案将择期宣判。

中专学历打工妹 10年摇身变“掌门”

2月11日下午，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板凳妈妈”许月华从北京载誉归来。2月10日，由国防教育办公室和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全国妇联协办的“情系国防好家庭”宣传活动总结表彰仪式在北京举行。经过组织
审核、网络投票和专家评议等环节，全国20个家庭当选“情系国防好家庭”优秀代表，许月华家庭光荣当选，
成为我省唯一当选家庭。 方阳 摄

李今微 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