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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易力群

2月28日，中央文明委公布了第
四届“全国文明单位”名单，湖南颐
而康保健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
省唯一一家民营服务型企业入榜。

3月31日，记者走进这家18年前
由盲人祝刚创立的保健集团， 一探
企业“文明的出处”。

诚信经营
稳坐省内同行业头把交椅

2010年以来，全国保健按摩足
浴行业遭遇不同程度的危机， 有的
因经营不善关门。

而颐而康， 也经历了一次自身
循环和洗牌。这次洗牌，将外省加盟
店全部置换，将发展目光瞄准省内，
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技术核心竞
争力。 2013年，颐而康在省内开了
17家分店，2014年， 扩张的势头依
旧不减，又开了14家分店，全部由颐
而康自营，没有一家是加盟店。

张春丽女士是长沙市芙蓉南路
旗舰店的常客，这家店是2013年颐
而康在省内打造的一处档次高、面
积大、服务优的门店。张女士说：“一
个星期做两次按摩， 只需花160元，
普通市民的消费，我觉得特别值。 ”

颐而康1997年成立之初， 公司
董事长祝刚就将品牌定位在健康足
疗按摩品类， 将健康养生作为立店
之本，将消除“亚健康”作为己任。店
内一律不设洗浴、棋牌等娱乐项目，

企业做得纯粹而干净， 发展步子稳
健向前。

如今， 颐而康80家分公司驻足
全省14个市州，其规模、服务档次及
百姓口碑， 已稳稳坐上全省保健按
摩业的头把交椅。

公司总经理周春国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按照‘布草一客一换一消
毒’，每年颐而康床单等布草清洗费
都需要800万元， 公司在提升标准
服务， 提高人员素质方面年年都有
固定的投入，所以，颐而康才能领行
业之先，历久弥新。 ”

2011年，颐而康被省委、省政府
授予“文明标兵单位”，2013年，被国
家质检总局授予“国家级服务业标
准化试点单位”。

提供保健
年服务400万人次

走进每一家颐而康门店， 都张
挂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所题写
的“为人类健康事业服务”的寄语。

2003年，当时已满70岁的袁隆
平院士因肩周炎疼痛困扰， 接受了
颐而康盲人按摩专家吴曼霞医生的
治疗，3个月后， 袁老肩部疼痛的症
状消除了，他欣然为颐而康题词，为
企业加油鼓劲。

袁隆平院士的题词是鞭策，而
对于颐而康董事长祝刚来说， 却是
一种责任。祝刚是位盲人，他眼前的
世界是黑暗的， 但他的内心却是光
明的，他自始至终认定：要给寻求健
康的人们提供健康，不赚昧心钱。

2001年， 刚刚成立才4年的颐
而康不惜血本， 拿出1700万元，成
立了长沙康明中等职业学校， 依托
这一人才摇篮， 祝刚的企业理念先
后深入4000余名管理和技术人才
心里， 如今充实到各个门店的这些
年轻人，或成了骨干中坚力量，或成
为企业理念忠诚的践行者。

2007年，占领了行业理论研究
高地的颐而康保健研究所成立，先
后聘请了80岁省内中医翘楚熊展
鹤、有“小针刀”传承人之称的张晓
龙等专家， 在10多位老中医的带头
研究下， 创新开发出独特的推拿八
法和整体经络、舒筋减压、药熨等八
大按摩新技术。

2013年12月19日，著名钢琴家
郎朗来到了颐而康万家丽中路店，
体验保健按摩技术，按摩过后，他开
玩笑地说：“希望颐而康尽早打入北
京，这样我就不用跑到长沙来了。 ”

如今， 颐而康每年要为400万
人次提供健康足疗按摩服务， 公司
也赢得了群众口碑，先后被评为“湖
南省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湖南省
百家诚信示范单位”。

以情系人
4000员工一个“家”

颐而康有4000多名员工。 以情
系人，颐而康管理这个庞大的“家”
突出“情”字，使员工以颐而康为家，
为颐而康争荣耀。

今年3月5日，在颐而康浦沅店，
高先生遗失了一根重达30克的金项

链。做卫生的阿姨看到了，立即转交
给前台，3月6日，物归原主。

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颐而
康员工拾到并归还顾客手机2万余
部， 笔记本电脑10余台， 金银首饰
100余件，相机90多部，钱包600多
个，现金140余万元。 顾客给员工拾
金不昧的行为纷纷“点赞”。

在顾客享受贴心、 温暖的服务
背后，凝聚着颐而康人的默默奉献。

今年53岁的邓姨， 在颐而康消
毒间里默默工作了12年， 每天她都
将最后一个茶杯、 一张床单洗净后
才离开。她热爱这份工作，她说：“在
颐而康，感觉就像一家人，公司以诚
信平等对待每个员工， 最让我们感
到欣慰的是，工资从不拖欠。 ”

颐而康是全省接收盲人最多的
企业， 一共400多名盲人在公司就
业。不少盲人按摩师通过自身努力，
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 有的还小
有成就。

盲人医生毛佳， 从1975年开始
学习按摩， 先后在多地从事按摩保
健工作，最终落脚颐而康。由于精湛
的技术，2008年他被公司选派到荷
兰海牙中医推拿中心担任高级技
师， 毛佳精湛的技艺得到外国友人
的赞誉。

在颐而康里， 盲人固定从业人
员达到了100%。 如今，还涌现出一
批“草根”明星，有坚持写诗的盲人
按摩师潘涛、 自学成才的盲人歌手
蒙树宝、 全省残运会象棋比赛金牌
得主申镇东、 国家级盲人运动员尚
宝龙等。

湖南日报4月6日讯（李治） 大学生
刘晨在网上“湘赢商城”开店，店里有多
款湖南特产， 一件能得20%至35%的利
润，一月下来能赚上万元。 长沙市副市
长何寄华日前在“湘赢·e企来”电商平
台推介大会上表示，电商已经成为大学
生创业就业的重要载体，长沙要努力打
造一批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助推湘品出
湘，走向世界。

“湘赢·e企来” 是国内首家湘品
生活一站式电商平台， 长沙有近万名

大学生通过在这个平台上开网店， 圆
了“创业梦”。 “发展全民电商， 一起
来推荐湖湘特色产品。” 湖南云企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泊介绍， 已经
与多所高校进行紧密合作， 吸引在校
大学生成为“湘赢客”。 通过老师的推
荐后， 获得湘赢客ID号， 在“湘赢商
城” 进行购物时， 使用“湘赢客” ID
号可享受折扣优惠， 销售可以分享利
润， 帮助大学生搭建一个免费的就业
和创业平台。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胡信松）
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瞄准海内外
市场布局， 业务逆势上扬实现开门红。
记者今天从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获悉，一季度公司共签约合同项
目12个，金额13亿元。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一系列国内外的交通建设将会密集开
工， 对于实力雄厚的工程建设公司而
言，机遇难得。 湖南路桥的决策者意识
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 他们未雨绸
缪， 积极谋划如何搭上基建机遇快车，
瞄准海内外市场精准布局，市场版图不
断扩大。

国内业务持续发力，在继续保持贵
州、安徽、湖北、广西、福建等区域市场
业务的基础上，新开辟了河南、河北、陕
西、浙江、吉林等新的区域，再次进军西
北、东北、中原和东南市场。

利用企业具有国家“对外经济技术
合作业务经营权”的优势，进一步理顺

集团的海外事业管理和发展策略，实现
海外市场开拓增量、提速、优质，走出去
步伐不断提速。 坚持有进有退原则和
“规模化、区域化、基地化”的方针，发展
好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刚果（布）、 菲律
宾、斯里兰卡等市场，有选择的进入新
市场。

经营领域全面延伸。 事实上，除了
在路桥方面具有排头兵地位以外，湖南
路桥还在“多业并举”方面大展身手。 据
了解，今年中标项目包括地铁、市政、房
建、高速公路、特大型桥梁、改扩建工
程、交安设施等多个领域，多元经营初
显成效。

湖南路桥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方联
民透露，今年公司将紧跟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立足湖南、辐射全球，在保持
工程施工类业务规模的同时， 向集设
计、投资、施工、运营为一体的综合化业
务发展，逐步打造主营优势突出、相关
多元产业有效支撑的战略格局。

新常态 新亮点

紧跟“一带一路”战略 瞄准海内外市场布局

湖南路桥
一季度签回13亿

长沙近万大学生网上开店

树起健康产业的文明标杆
———记“全国文明单位”湖南颐而康保健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从10日起， 夕发朝至高
铁动卧列车的开行日期将进行调
整， 由每周开行6天改为每周开
行4天。 其中途经长沙、 发往北
京的高铁动卧列车的软卧价格将
由现在的690元降为580元。

根据12306官网公告， 高铁
动卧车从10日起， 逢周五、 周
六、 周日、 周一， 在北京、 上
海、 广州、 深圳间开行。

其中， 广州、 深圳往北京方
向的动卧车在长沙南站停靠。 10
日起， 途经长沙的车次为D924、
D904、 D910。 时间均为晚上11
时左右从长沙出发， 约8小时20
分后到达北京。

目前， 长沙至北京的高铁二
等座票价为649元， 高铁动卧软
卧票为690元。 10日起， 高铁动
卧软卧票价将降至580元， 比高
铁二等座便宜69元。

4月4日， 张家界天门山鬼谷天堑， 悬崖清洁工正前往崖底捡垃圾。 清明
假期， 为加快清洁环山崖壁的进度， 悬崖清洁工放弃休息， 对山顶西线海
拔1400余米的鬼谷天堑地段进行清理。 邵颖 丁云娟 摄影报道

（上接1版②）
如今，在张家界，探险游、温泉游、

乡村游、赏雪游、亲子游，多种量身订制
的个性旅游风生水起。 去张家界，体验
“全域旅游”已成新常态。

来张家界， 带走的不仅仅
是“山货”

张家界多山，也盛产“山货”。 葛根
粉、岩耳、杜仲茶，被誉为“张家界山
珍”。 如今，山珍“老三样”依然受到广大
游客的青睐， 游客可选择的旅游特产，
品种越来越丰富。

走入以“品味湖南”为主题的张家
界旅游购物旗舰“湖南印象”，上万平方
米的卖场里，旅游商品琳琅满目。 这里
不仅集中展示了张家界逾1000种旅游
商品，也荟萃了三湘四水之精华，可谓
湖湘旅游商品博览馆。 在此，国内外游
客可一站式把“湖南”带走。

从砂石画到土家刺绣、苗族银饰等
少数民族手工艺品，从本土特产到沙坪
湘绣、安化黑茶、醴陵红瓷、洞庭珍珠等
三湘名品，从“老三样”到上千种品类，
张家界完成了量的积累。

从农家的腊肉、香肠到娃娃鱼保健
品系列，从土货到联手国内知名企业研
制出的破壁灵芝孢子粉、 葛根蛋白粉、
杜仲籽油软胶囊等精深专利产品，张家

界实现了质的飞跃。 去年，全市旅游商
品销售额跃上40亿元大关，境外游客人
均消费额超1000元。

硕果累累的背后，张家界的旅游购
物业同样有一段曲折痛苦的经历。 曾
经， 张家界出现了“假冒伪劣” 乱象。
2011年8月起， 张家界率先在业界发起
了史上最严厉的“行业自律”。 制假者不
仅遭到整个行业的抵制，还要被公开曝
光、依法严惩，在高压态势下,制假者逐
步被踢出局。

大浪淘沙之后， 一批定位精准、投
资较大、品牌感召力更强的旅游购物企
业壮大了起来。 它们不仅拥有高档、舒
适的卖场，也有产品研发与生产加工基
地，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 在游客满意
度测评中，湖南印象、梅尼、湘小伍家等
12家购物企业获四星以上,旅游商品销
售总额约占全市的7成左右。

在张家界，涌来的不仅仅
是“韩流”

3月28日，2015首届“金鲵杯”张家
界海峡两岸自行车经典赛在武陵源拉
开战幕，200余名选手在峰林间展开骑
行角逐。 这不仅是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
一个平台，更是海峡两岸旅游交流的一
次盛宴。 此前，以赛事为契机，张家界在
台湾进行“重磅”宣传，吸引不少台湾客

春节前后进入张家界。
过去，韩国客源的“韩流”领跑着张

家界境外客源市场，每年来张家界旅游
的韩国人都在10万人次以上，最高的一
年达到30多万人。

如今，随着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
国和台湾地区为代表的新兴客源市场
一夜之间兴起， 以及欧美市场的启动，
张家界的入境游呈现出“百花齐放”的
新格局。“泰风”紧追“韩流”，泰国成为
张家界旅游的第二大境外客源地。

3月13日，由越南国家旅游总局旅游
司司长阮贵方率领的111人考察团成为
张家界羊年新春以来，接待的首个大型境
外旅行商团。随着越南旅行商的成功踩线
和媒体的密集关注，张家界已成为越南国
民2015年出游中国的主选景区之一。

张家界一诚通数据显示，2014年武
陵源核心景区接待境外团队游客近35
万人次，排名前4位的分别是韩国、台湾
地区、香港特区、泰国。

3月29日，张家界至釜山、沈阳等6
个国际国内航线航班恢复执飞，1000多
名境内外游客飞临张家界。 今年一季
度，张家界“空中捷径”大增，国际和地
区航班延续上年强劲增长态势，同比增
长62.8%。

“韩流”依旧，“泰风”涌动，“台风”
劲刮。 张家界正大步迈向全球知名的旅
游胜地。

（上接1版①）
《办法》 规定， 职业年金

强制建立， 发挥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 适
用范围和缴费基数均与基本养
老保险的相关规定一致， 切实
维护制度统一； 实行单位和个
人共同缴费， 采取个人账户方
式管理； 个人账户资金随同工
作变动转移， 促进人员的合理
流动； 根据本人退休时的个人
账户储存额确定待遇水平， 缴

费与待遇挂钩； 社保经办机构
负责职业年金的经办管理， 不
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职业年
金基金实行市场化投资运营，
实现保值增值； 政府部门加强
监管， 确保资金安全。

《办法》 还对职业年金的领
取条件和监督检查作出了规定。
《办法》 作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 对于
顺利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有重要意义。

10日起
高铁动卧车票降价
长沙至北京动卧票降至580元，比高铁

二等座便宜69元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谢丹 姚家琦 ） 近期气温如
“过山车” 般跌宕起伏， 为流感等传染
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记者今天从长
沙疾控中心获悉， 根据该中心疾病监
测数据显示： 手足口病、 流感、 水痘
等春季多发传染病报告病例逐渐增多，
其中手口病已出现重症病例。

疾控专家发出提醒： 每年4至7月
是手足口病流行期， 学生家长以及托
幼机构、 小学老师要注意防范。 若发
现孩子出现发热， 手、 足、 口等部位
出疹的情况要尽早带其就医。

记者从湖南省儿童医院了解到，
该院目前已有六七名重症手足口病患
儿在接受住院治疗， 都是近期发病。
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罗如平介
绍， 这些重症病例患病初期， 不少是
由于家长就诊意识不强， 往往错过了
最佳治疗时间， 造成了病情的恶化。
不过相比去年， 整体的发病人数增长

不快， 数量也较往年少。
医生介绍， 5岁以下儿童为手足口

病主要患病人群， 也是重症病例的高
发人群， 家长应该密切予以关注。 患
儿往往先出现发热、 咽痛等症状， 手
掌心、 脚掌心出现斑丘疹和疱疹， 口
腔粘膜出现疱疹、 溃疡， 疼痛明显。
幼小患儿则多出现流口水、 拒食、 哭
闹等现象。 孩子一旦出现上述症状，
务必及早送其就医。

长沙市疾控中心专家指出， 目前
各级综合医院均具备手足口病普通病
例及重症病例救治能力。 家中如有疑
似患儿， 家长应理性带孩子就医， 切
勿到大医院“扎堆”， 以免交叉感染。
此外， 不要擅自给孩子服用 （复方）
氨基比林、 安乃近 、 尼美舒利等药
物。 在手足口病流行季节 ， 家长要
少带儿童到人多密集、 通风有限的
场所。 日常生活注意督促孩子勤洗手，
多通风。

手足口病进入高发期
就医勿“扎堆”大医院，以免交叉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