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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

人们发现，不知不觉间，原本活跃在火车
站、汽车站周边的擦鞋者，如今已难觅踪影。

他们去哪儿了？ 除了城市管理要求规范
经营之外， 还有哪些因素促使他们放弃了这
个谋生的行当？

笔者观察，需求减少是主因。现在的中青
年人，穿运动鞋、休闲鞋的越来越多 ，这些鞋
子不需要像皮鞋一样时时擦拭。 而就算是仍
然以皮鞋为主的人群， 脚下沾满泥土的机会
也越来越少———各地大力保护环境的成效日

益显现，农村道路普遍硬化，干净整洁的高铁
逐渐取代普通火车成为长途出行的首选。

与此同时，现在许多酒店 、写字楼 、单位
一楼大厅都设置了自动擦鞋机。 皮鞋如果脏
了，人们在进出门、等候电梯时，只需顺便花
费几十秒时间，就能免费擦好鞋。在如今生活
快节奏时代， 需要三五分钟才能擦好一双鞋
子的手工活，生意自然大幅下降。

擦鞋收入本来就不高， 车站周边的流动摊
位又受制于天气变化等难以获得稳定收入，这
也导致擦鞋者纷纷转行，寻求收入更高、更稳定
的工作。而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服务业飞速

发展，也为擦鞋者转行提供了丰富的选项。
市场的“无形之手”，既摧毁旧行业，又催

生新行业。流动擦鞋摊基本消失，专业的皮鞋
护理店却在各地落地生根。

与简单擦鞋一次收取两三元劳务费不
同，皮鞋护理店是皮鞋的维修、保养平台 ，追
求“回头客”，每双皮鞋的护理费用以10元起
步———消费者能获得个性化的高质量服务 ，
店主收入也可观，皆大欢喜。

看来， 只有不断提高供给侧结构对需求
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一个行业才不至于
被取代、被淘汰。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金慧 陈雅）昨
天，国金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在长沙成立，
新能源汽车行业领域的企业家、 专家相聚
一堂，共谈发展，将共同打造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 助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

该联盟是由国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以
及交通、通信、电子、信息、金融、物流等相
关产业的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和社
会团体组成的跨行业、开放性、非营利性的
联合体， 致力于在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业

之间建立有效运行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未
来将聚集10家以上的整车生产企业，50家
以上的上市集团，100家以上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零部件企业，会员总量将超过1000
家。

同时， 联盟将在全国逐渐建成一批技
术领先、资源富集、功能完备、产能稳定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 促进地方高新技术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带动经济发展，实现高端人才、资本、技术
的聚合效应。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刘建飞

11月初，祁阳县白水镇杨桥村“家电销
售大篷车”团队传出好消息：这个30人的
团队，尽管组建才一年多，却有28人购买了
小轿车。

牵头组建这支家电销售团队的， 是该
村35岁的村民周昌波。此前，他曾外出进过
厂、打过零工，后来成为一名家电推销员，
取得不错的业绩，这也让他“灵光一动”：不
如返乡自己干。

2016年3月， 周昌波与村里退伍军人
唐同祥、村民赵小宝一道，成立了家用电器
销售公司。 周昌波定位准确： 开拓农村市
场。他认为，在城区，家电销售竞争激烈，而
偏远乡村的农民群众想要买到如意的家用
电器并不容易， 即使在乡镇的家电销售店
购买家电，可供挑选的品种也十分有限，维
修也困难。

于是， 周昌波等人在祁阳县城开设家
电卖场后，组建“家电销售大篷车”下乡赶

集卖家电。挑选销售业务员时，周昌波看中
的不是能说会道，而是老实忠厚。

杨桥村村民、 今年57岁的张腊生抱
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应聘，没想到，被周
昌波当场录用。 周昌波组织大家培训时
一再强调：“坚持诚信经营， 总会有回头
客。”

坚守诚信底线，周昌波的“家电销售大
篷车”慢慢打开了销路。除在本县乡镇销售
家电外，他们还在与祁阳县交界的常宁市、
祁东县等地农村销售。

今年7月，常宁市罗桥镇村民张小兵在
赶集时，从张腊生处购买了一台长虹彩电。
一周后， 张小兵要求换一台尺寸更大的彩
电。张腊生主动说，是自己没推荐合适的产
品，立即给张小兵换了货。深受感动的张小
兵先后带着亲戚、朋友，在张腊生这里购买
了5台家电。

周昌波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家电销
售大篷车”销售额已突破900万元。目前，
他们还开辟了家电互联网销售平台， 希望
满足更多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邹靖方）昨
天，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厂区酒香四溢，来
自全省14个市州和省直的75名酿酒高手齐
聚于此，参加湘酒技能竞赛决赛。据悉，这也
是湖南省“湘字号”(即湘茶、湘绣、湘瓷、湘
酒、 湘竹) 传统技艺工匠竞赛的最后一场比
赛。

此次竞赛分为酿酒工艺理论知识考试和
现场操作技能考核。总成绩按100分计，前者
占10%，后者占90%。其中，现场操作技能从3
方面考核。一是拌料，主要考核选手对拌料技
能操作的熟练程度。评委将从粮、醅、辅料是否

撒均拌匀，选手掀铲姿态，拌料时工作面整洁
情况以及粮醅辅料均匀程度给选手打分。二是
上甑，考核选手上甑操作的熟练程度。评委将
从选手上甑前准备工作细致恰当，上甑操作的
熟练程度，搭盖时间掌握恰当，蒸汽大小调节
适宜等方面打分。三是量质摘酒，将考核选手
对酒质的分级能力以及酒产量掌控程度。

本次竞赛将持续到11月16日。获得决赛第
一名的选手，将由省人社厅、省总工会授予“湘
酒工艺大师”，由省总工会授予“湖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 第二名至第十名， 由省总工会授予
“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湘酒优秀工匠”。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通讯员 向晓玲
李常）“喝水不忘挖井人，真心感谢中石化。”
11月10日，看着村里100多米深井涌出的汩
汩清泉，泸溪县潭溪镇小能溪村民向昌业激
动不已，他和村民再也不用走几里山路挑水
背水了。

小能溪村地处武陵山脉深处，地貌复
杂多样，因为缺水，产业仍以耐旱的椪柑
和烤烟为主，经济发展滞后。再加上人均
耕地面积少，1300多人的小能溪村贫困发
生率高达38.9%。 中石化挂职泸溪县委常
委、 副县长的石宝明第一次来到该村，发
现4个村民小组水资源极度匮乏， 村里的
留守老人往往要走几里路去挑水，人畜共
饮一处水， 严重影响着村民的身体健康。
石宝明通过对全县所有村寨深入摸排、综
合分析，发现像小能溪村这样的“水困”村
还有不少。

石宝明联系中石化先后斥资970多万
元，通过管网集中供水或分户打井供水的方
式，在小能溪村、兴隆场镇五里坪村、三冲坪
村等5个乡镇9个贫困村实施农村安全饮水
工程，新建蓄水池31口，电排13座，完成管
道安装39000米， 彻底解决了3.9万人的饮
水难题。

据了解， 中石化集团定点扶贫泸溪
县 15年 期 间 ， 已 先 后 投 入 扶 贫 资 金
4698.2万元 ， 捐赠扶贫物资 11万余件，
在基础设施 、产业开发、教育扶贫等方
面开展深度帮扶工作，获得当地村民赞
誉。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伟）11月14日，郴州市人社局负责
人介绍， 该市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任
务。今年省里下达给郴州市的企业养老保险
基金征缴任务为15.2亿元，目前全市共征缴
16.22亿元，完成省定目标任务的107%。

今年， 为完成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
任务，郴州市对各县（市、区）实行目标管理

考核，将任务细化分解，并实行任务完成进
度月通报制。同时，开展“12333全国统一
咨询日”“安全生产宣传日”等活动，加大就
业人员参保缴费宣传力度， 提高就业人员
缴费续保积极性。该市苏仙区、资兴市等地
还较好落实了被征地农民参加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工作， 解决了被征地农民参保一次
性补缴问题。

谈经论市 擦鞋者去哪儿了

中石化斥资970万元
为泸溪9个村
解决“水困”

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在长成立

创业记

“大篷车”载满诚信
全省“湘酒”技能大赛开赛

75名酿酒高手“大比武”

郴州提前超额完成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

11月15日，参赛选手在进行酿酒上甑技能比赛。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