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胡信松）湖南
钢铁贸易行业50强今天揭晓。数据显示，物产
中拓、大汉物流、联创集团等前6强企业的销
售量占到了参评企业销售量的67%， 说明钢
贸行业集中度呈上升趋势。

湖南钢贸销售50强评选活动由省金属材
料商会和天贸钢铁网主办。203家参评企业数
据统计显示：2014年参评企业钢材销售收入达
867亿元，销售量2708万吨。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超过190亿元的有2家，超过50亿元的有2家，超

过20亿元的有3家，超过10亿元的有6家。
从经营品种结构看，仍以建材、板材、钢

铁原料为主，但板材比重明显下降，长材、管
材的比重提升；建筑施工、出口比重提升，工
业生产加工比重下降。

业内人士表示， 钢铁贸易行业暴利时代
已经终结，企业将进入微利运营的“新常态”，
转型升级已成必然，终端直供、加工配送、电
子商务、与上下游企业合作等新模式，将成为
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新选择。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谭民俊 张景珣） 记者5月25日从省审计厅获
悉，2014年，该厅在开展审计项目时查处各类
不规范涉企收费5.8亿元。目前，绝大部分问
题均已得到纠正、 整改， 对暂时未整改到位
的， 各市州及相关部门均制订了整改措施和
计划，审计也将继续关注涉企收费整改情况。

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规范涉企收费行
为， 省审计厅结合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等项目，把治理和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
业负担等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作为审计重点，
积极打通惠企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调查发现， 我省仍存在简政放权部分政

策措施未执行到位， 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工作
滞后， 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和涉企收费四项清
单的公开工作滞后，放权不完整等问题。部分
市州、县市区还存在超标准超范围收费、取消
项目继续收费、无依据收费、自立项目乱收费
等问题，涉及国土、工商、环保等多个部门。

省审计厅就发现的问题向各市州及相关
单位提出了整改意见， 并要求对照问题逐条
逐项整改。全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在全省涉
企收费方面进行了一次“大修整”， 对违规收
取的费用收缴国库和清退， 对应取消的行政
审批予以取消，停止违规收费，规范收费程序
和标准，并主动向社会公示涉企收费，畅通投
诉渠道，接受社会监督。

湖南审计为企业“减负”
去年审计查处不规范涉企收费5.8亿元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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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客语录：

创业不能因为看到希望才去坚持， 而是
因为坚持，才会看到希望。 ———何静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28岁的何静身材高挑， 言谈举止优雅得
体，黑白相间的套装，将她的天生丽质包装得
恰到好处。 人们很容易将她当成一名高级白
领，事实上，她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果农”。

她掌管的湖南省梅林果业有限公司已有
上万亩杂柑果园， 她兼任理事长的临澧县梅
林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立当年就销售天
草柑493万公斤。 湖南省梅林果业有限公司
被全国妇联认定为“全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2014年，她被团中央评为“全国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为尽孝心，“奶茶妹妹”回乡当
“果农”

在全省创新创业先进典型的“湘军谱”
里，28岁的何静属于“年轻人”，但在创业的队
伍中，她却是一名“老资格”了。

2005年，何静考上安徽理工大学城市规
划管理与设计专业，从大一开始，爱折腾的何
静，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奶茶妹妹”。

当时同学们都喜欢喝奶茶， 何静敏锐地
感觉到这是一门好生意， 便在学校里开了一
家奶茶店。见何静赚了钱，其他同学也纷纷效
仿，聪明的何静马上转型，转让奶茶店，做原
材料批发商。

“当时的网络和自媒体如果有现在这么
发达， 我可能是最早的‘奶茶妹妹’。”5月18

日， 何静向记者提起这段经历时， 开心地笑
了。

大学期间， 何静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2009年毕业时，她还给了妈妈在大学创业时
赚的30万元。

这一年，何静的妈妈吴泽枚正急需资金。
她在临澧县租了大片的山地种植天草柑，正
是投入的关键期。

2011年，果树结果，没想到由于仓储条
件差，营销不力，成堆的果子烂在仓库里，直
接损失超过300万元。

遭受沉重打击，吴泽枚病倒了，并决定忍
痛贱卖果园。当时何静已经考进常德卷烟厂，
看到妈妈躺在病床上一蹶不振， 决定尽一份
儿女的孝道，毅然从常德卷烟厂辞职，接手妈
妈未完成的事业。

研制有机菌肥， 负资产赢得
了高收益

何静接手时，公司已经负债累累。她请来
果树种植专家和企业管理专家， 一起来找原
因。

她发现妈妈选择的天草柑品种没有错。
天草柑是从国外引进的橘橙新品种， 水溶性
纤维、维C和锌的含量高，具有润肠、通便、解
酒毒之功效， 并且糖酸比例适中， 特别适合

“三高人群”食用。未来的市场前景很好，问题
出在种植、施肥和管理上。

何静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她摒弃了之前家族式的松散管理模式，

采取激励措施， 将果园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
捆绑到一起。统一种植、统一采购、统一施肥、
统一品牌、统一销售，解决了果树产量和品质
参差不齐的问题。

何静还亲自下地研制肥料的制作。 她发
现， 用农家肥和含高钾高钠的烟梗烟沫做原
料， 利用自制的微生物菌发酵而成的微生物
有机菌肥，可以大量提高果子的产量和质量。

“那段时间，我就像一个‘疯女人’，每天
开着皮卡车，在每个山头来回转。”何静说，接
手公司后，她放弃了自己的业余时间，过着几
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果农。

何静的付出，没有白费。这两年，梅林果
业种植的天草柑，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型超
市，零售价达到每公斤24至36元，而且供不
应求。

现在，何静接手时的“负资产”已经有了
高收益， 还吸纳了临澧县周边200多位农民
到果园就业。

“强女人”经常会有新想法

3年时间，将一家负债累累的公司扭亏为

盈，很多熟人都讲何静是个女强人，但她却不
喜欢这个称呼。

“女强人意味着一心扑在事业上，但我
很向往花前月下的浪漫，向往爱人陪伴、子
女绕膝的温馨生活。”何静笑着说，她有个
新想法，希望大家叫她“强女人”，这意味
着，虽然能力强，但还是把家庭摆在第一位
的女人。

这种随时迸发出来的新想法， 何静会经
常用在工作上。

接手公司初期， 她感到传统的单一销售
渠道有巨大的市场风险，应主动出击，建立多
渠道销售模式。 现在梅林果业已与全国20多
个城市的数百家大小超市签订了农超对接合
作协议， 还在北京新发地果蔬交易中心建起
了销售网点。

销售渠道畅通了，果子供不应求，一个新
点子又在她脑海中出现：发展销售联合社，进
行目标市场直销。 很快她将临澧县的果农组
织起来成立梅林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起
抱团闯市场。2013年合作社成立， 当年就销
售天草柑493万公斤。

这两年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 何静又想
着探索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模式， 正在搭建
梅林果业电商平台。

没有了销售的困扰， 何静又打起了果树
的主意。

天草柑挂果性能非常好，为了保证品质，
每棵果树每年要摘掉三分之二的幼果。 摘掉
的幼果能不能做成新产业？

经过专家论证，她的想法完全可行。
天草柑幼果是精深加工极理想的原材

料，从幼果里能够提取辛弗林、黄酮等减肥、
降压产品所需的优质原材料。 这一想法又给
她带来了一笔大生意。

� �创客名片：

� � � � 何静，28岁，常德临澧人，毕业于安徽理工大
学，湖南省梅林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大学毕业
后放弃常德卷烟厂的优越工作，主动扛起母亲的
杂柑梦，掌管万亩杂柑果园 ，吸纳了周边200余
农民就业。还兼任临澧县梅林果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立志“打造中国杂柑产业第一品牌”。
目前，梅林果业公司被全国妇联认定为“全国巾
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本人被评为“常德市
优秀共青团员”、“湖南省首届乡村好青年”、“全
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等。

■记者手记

感受年轻的力量
奉永成

跟何静聊天，不会提到大项目、大产品，也不
会谈到高科技。但随时都能感受到一种年轻人敢
想敢做的大胆和勇往直前的冲劲。

做企业跟单纯地做技术不同， 有了好产品，
还要能卖个好价钱。这个柔弱的姑娘，凭着一股
子勇往直前的闯劲，背上双肩包天南海北地跑市
场，最终建立了多渠道的销售模式，使果园的产
品销到了全国各地。

在创业的过程中， 有时缺的并不是创意，也
不是团队，而是这种敢想敢做的大胆和勇往直前
的冲劲。

创业初期，何静并没有预测“市场占有率”，
但在创业的过程中，却融入了她全部的智慧和激
情。

在果园参观，边走边聊，你能感觉到前所未
有的酣畅和一种“年轻无极限”的创造力。

行进湖南 精彩故事———
湘创客 何静：闯出杂柑产业新天地

主力军风采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邹靖方

谢子龙曾在多个场合说过要在45岁前
退休，然而直到今年，已经49岁的谢子龙发
现，“根本停不下来”。

他一手创立的老百姓大药房5月刚刚上
市，他本人既是董事长，也是全国人大代表，
还是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 湖南摄影家协会
主席等等， 繁杂的社会身份也意味着巨大的
社会责任，驱使着他越来越忙。

喜欢折腾，成为行业的颠覆者
当过出租车司机，搞过食品销售、医药批

发，在创办老百姓大药房之前还有过3次经商
经历，这个湘潭男人确实能折腾。

2001年10月27日，长沙市湘雅路，老百
姓大药房第一家门店开张， 彼时盛况， 可谓

“挤破了门槛”。
这是全国首家平价药房，谢子龙打出“定

价比国家核定零售价平均低45%”的大旗，通
过减少流通环节、 降低经营成本等措施向虚
高药价宣战，这一举措震撼了医药行业。谢子
龙被视为行业的颠覆者， 由此也受到业内的
排挤与各界的质疑。

恐吓电话、大字报、撕毁标签、断电、砸玻
璃、撤货、价格联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有一个门店曾经开业7天被迫停业3次。

恶劣的竞争环境之下，是谢子龙“不成功
则成仁”的决心。坚持了半年以后，环境渐渐发
生了改变，同行开始慢慢地了解、学习、模仿老
百姓大药房，最终，平价药房被行业所认可。老
百姓大药房创立后，长沙市的药价平均下降约
20%，随后引发全国性的药品降价大潮。

14年时间，老百姓大药房已由一家单体
民营药店， 发展成为大型上市药品零售连锁

企业，有员工10000余名、门店1000余家、年
销售收入超过45亿元。

贴心暖男，登上“中国好人榜”
谢子龙脸庞饱满，身材圆润，“老百姓”的

员工赠他绰号“谢大白”（“大白”是迪士尼动
画《超能陆战队》中一个体型胖胖的机器人，
是暖男的代表），说他是个暖男。

公司上市前后，大家都很辛苦，“谢大白”
常常在公司微信群里给大家发红包， 如果有
人忙得连红包都抢不到，细心的“谢大白”还
会发私包给他。

今年4月，这位贴心暖男登上了中央文明
办主办的“中国好人榜”，获评诚实守信好人。

为避免过期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和随意丢
弃，从2005年开始，谢子龙组织老百姓大药
房每年回收上十吨过期药品进行销毁， 每年
投入其中的费用达200余万元。

湖南冰灾、汶川地震等等，谢子龙都捐款
捐物，并到现场参与救援。据统计，至2014
年，谢子龙带领老百姓大药房，先后为扶贫、
救灾、 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物累计价
值4300多万元。

他还在公司内部成立“老百姓千万困难
救助基金”， 多年来救助了60多户困难职工
家庭。

近年来，谢子龙先后获得过“全国关爱员
工优秀民营企业家”、“中国青年创业奖”等荣

誉， 今年5月，获
得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
� � � � 荣誉满身 ，
谢子龙对自己的
评价， 却是最朴
实的：“我应该算
是一个正直、友
善的人吧。”

停不下来的“谢大白”
———记全国劳动模范、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

何静 通讯员 摄

谢子龙（右一）正在给顾客介绍药品。 通讯员 摄

湖南钢贸行业50强揭晓
行业集中度呈上升趋势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江钻 )昨天下午，省交通运输厅对全省高
速公路服务区2015年第一次暗访检查情况予
以通报。各服务区卫生管理得分普遍较低。

今年4至5月， 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委托湖南省统计局民调中心对全省77.5对
高速公路服务区、11对停车区进行了暗访
检查。

在本次暗访检查中，排名前5名的服务区
（停车区）依次为阳明山服务区、桂东服务区、
炎陵东服务区、官庄服务区、蓝山服务区和九
嶷山服务区；未达到850分合格线的服务区为
宝庆服务区和水府庙服务区。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吴国光表示，根
据暗访情况， 将进一步加强服务区卫生管理
和公厕管理。

省交通运输厅通报暗访情况

高速公路服务区卫生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