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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6月18日， 湖南凯利集团酷热的生产车间
里， 年过花甲的董事长李国祥正耐心地向新入
职的退伍军人传授业务知识。

“军人的价值不仅仅在战场，他们的精神也可
以在企业发光发热。 ”李国祥几十年如一日，以对
军人的崇高敬意和高度的社会担当， 为退伍军
人搭建起融入社会的“第一站”。

今年4月，由湖南退役士兵就业促进会评选
的10家“支持国防企业之星”出炉，湖南凯利集
团名列其中。

李国祥的父亲常年工作在公安系统的第一
线，受父亲的影响，李国祥从小便有参军入伍的
梦想。 17岁那年，高中毕业的李国祥下放到常德
临澧县，并成了当地的一位民兵。 1975年，19岁
的他被海军部队录用，然而那时父亲病危。 是照
顾卧病在床的父亲还是完成自己的当兵梦？ 深
思熟虑后，李国祥艰难地选择了前者，留在常德
老家，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年迈的父亲。

1991年，国家在海南成立了烟用香精香料集
团，当时正在常德卷烟厂工作的李国祥被派往海
南工作。 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李国祥逐渐对这
片未知的“海水”充满向往，毅然放弃“铁饭碗”回
到长沙，创办了湖南凯利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刚刚起步，一切从零开始。 ”李国祥
说，在租住的房子里，“一根扁担、两只水桶”就
是全部家当。 为了省出研发经费，李国祥一天只

吃一顿饭，“雪里红炒饭、雪里红打汤、雪里红炒
辣椒……在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里， 雪里红就是
‘万能的’。 ”李国祥打趣地说。

在经历了上千次的试验后， 李国祥接到了
创业后的第一笔订单。 1995年，李国祥带着研制
样品，几十个小时的颠簸山路，开车去到重庆黔
江。 确认订单后，为了不耽误生产，他又连夜返
回长沙，“车子的4个轮胎都坏了5次”。 一个星期
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后， 李国祥和他的团队终
于将3吨烟用香精香料顺利交到了客户手上。

李国祥对记者说：“我把创业的攻坚克难看
成没有硝烟的战斗，我就是奋战沙场的军人，在
我眼里不能有‘失败’两个字。 ”

正是这种“保证完成任务”的军人精神，让客
户称赞李国祥是“最让人放心的老板”；也正是讲
信誉、 守规矩的军人情结， 让他的企业越做越
大。

在李国祥的企业， 退伍军人是备受欢迎的
群体，他们身上特有的敬业奉献、服从意识和团
队精神，成为支撑企业快速发展的“橄榄绿”基
因。

作为公司招收的第一批退伍军人， 鲍维廉
1996年来到公司工作。“初到公司，我对所有的
业务知识一窍不通。 ”鲍维廉回忆，李国祥亲自
进行传帮带， 一点一点地教他怎么辨别烟草的
香味、余味，如何评价香料的组成和配方，还把
多年来积累的笔记心得借给他学习。

1998年，在李国祥的建议下，鲍维廉通过自

考，顺利被中南大学社会工作管理专业录取。 如
今的鲍维廉，已成长为集团分公司的总经理。

1975年从北京卫戍部队退役的肖志清，转
业后一直在烟草系统上班。 2005年退休后，他被
凯利集团组建的湖南雅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聘
为总经理。 他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扎实的业务能
力，更有认真、负责的军人作风：每天早上，第一
个到公司的一定是肖志清， 除了计划一天的工
作，他还会到生产一线检查设备运行状况；晚饭
过后， 肖志清坚持每晚下到车间， 排查安全隐
患，检查产品质量，回家最晚的总是这位退伍老
兵。“‘较真’‘踏实’是肖志清在公司给同事留下
的最深印象， 而他的军人作风也深深影响了公
司其他员工。 ”李国祥说。

目前， 在凯利集团下属7个分公司的200多
名员工中，20%都有过从军经历。 如今， 这些员
工已成为各条战线的标兵模范， 成为企业发展
的“主力军”。

每年的湖南省退役士兵就业创业专场招聘
会， 凯利集团都会带着精准定制的岗位现场纳
才；为了退伍军人心中那一隅绿色情怀，凯利集
团将每年的“八一” 建军节作为企业的重要节
日，给予老兵们满满的关爱。

“尽管没有过部队经历，但只要能为退伍军
人做点什么，我就十分满足。 ”李国祥说，接下
来，公司还将针对退伍军人提供“高精尖”的技
术岗位，让他们更好地掌握一技之长，在拥军爱
军的道路上，用实际行动来关心他们。

� � �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周仁 谢永东 ）“手枪试射
第一发打了个十环， 我知道在部队打
下的老底子还在。 ”近日，怀化市后备
力量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的百名专武
干部比武竞赛圆满落幕， 夺得54式手
枪和56式冲锋枪实弹射击两个项目冠
军的沅陵县北溶乡人武部干事潘方圆
告诉记者，“尽管退伍8年， 但枪声一
响，我觉得还是一个兵。 ”

6月上旬，由怀化军分区、怀化市委
组织部组织的百名专武干部比武竞赛拉
开全市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序幕。 来自

怀化205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武装部的
386名专武干部经过普训、初赛和选拔推
荐， 共有72人参加竞赛。 竞赛分个人项
目、团体项目与演示项目三类。

“专武干部是基层武装工作的中坚
和骨干， 抓好专武干部能力素质带动
了整个基层武装工作的建设发展。” 省
军区动员局局长、 省征兵办主任吴畏
对记者说， 怀化市组织专武干部大比
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群众性练兵
活动号召的具体举措， 在全省也是首
例，通过普训普考形式把尖子集中起来
比武，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

“枪声一响，我觉得还是一个兵”
怀化在全省率先开展群众性练兵大比武

� � � �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张斌）
“贫困户里面还有开着小车，住着小区楼
房的”“必须第一时间核查清楚， 对失职
失责的党员干部进行责任追究”……近
日，181条贫困户疑似违规有房有车问
题线索，引发长沙市望城区一场针对扶
贫领域作风问题的“大摸排”。

2017年11月，望城区顺利完成“互
联网+监督”平台建设。 依托该平台，该
区定期进行数据自动碰撞比对， 对涉
及有房者、 有车者、 企业法人、 非残
疾人、 去世人员、 个体户等违规领取
相关补贴的进行调查核实， 实现主动
精准发现问题， 靠前处置问题线索。
2018年2月， 他们发现181条贫困户疑
似违规有房有车问题线索， 迅速梳理
汇总形成台账， 其中贫困户疑似拥有
车辆问题线索163个，疑似拥有房产问
题线索18个。

针对这些问题线索， 望城区纪委监
委向民生资金项目主管单位和街镇纪
（工）委同步进行交办督办的同时，进行
“一初核、二复核、三会审”的方式迅速展
开调查。 一初核，即责成街镇纪（工）委切
实履行好主体责任，进行初步调查；二复
核，由区纪委监委党风室、区扶贫办、派
驻农林局纪检组根据街镇初步调查结
果，通过查看台账、房产、车辆相关证件
进一步核实；三会审，即根据初核和复核
情况，对问题线索逐条进行联合会审。

最终， 该区查实18户贫困户违规
拥有车辆、1户贫困户违规拥有房产，不
符合贫困户认定条件， 已责令该19户
所在村社区召开民主评议会进行评议，
按程序进行清退处理，真正做到“真扶
贫、扶真贫、不错一户、不落一户”。 同
时，对5个街镇13个村社区20名相关责
任人员进行了问责。

反腐“新式武器”发威
望城19户“假贫困户”露馅，20人被问责

� � �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米承实 陈尊浩）6月20日， 辰溪
县残联理事长袁琼将残疾证送到了该
县柿溪乡曾家冲村曾令应的手上。

79岁的曾令应瘫痪一年多了，儿
女在外。 辰溪县残联获悉后，组织残联
工作人员和医生上门为其鉴定办证。

随着国家和我省出台针对残疾人
及残疾人家庭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
对于能否享受优惠政策， 残疾证是个
重要依据，不可或缺。 今年，为了严格
残疾证办理工作， 证件办理程序发生
变化，取消了残联工作人员目测鉴定，
改为有资质医院的专家鉴定后才能办
理。 为方便行动受限的残疾人能及时

办理残疾证， 辰溪县残联决定于今年5
月联合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眼科、骨
科等具有残疾评定资格的医生，巡回到
乡镇为残疾人免费办理残疾证。

此项惠民行动自5月3日启动以
来，工作人员和医生在全县各乡镇政府
集中办理，残疾人现场申请，医生现场
鉴定，现场定级；对于瘫痪在床的重度
残疾人，则上门进屋在床边鉴定。

截至目前， 乡镇集中办证的达438
人， 其中97名重度残疾人是入屋进门办
证， 为残疾人节省路费开支8万元。“今
后， 辰溪县残联将采取预约的方式， 组
织人员上门鉴定办证， 使便民办证成为
常态。” 袁琼表示。

辰溪为重度残疾人上门办证

强军兴军新征程

为退伍军人搭建融入社会“第一站”

� � �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通讯员 周闯 记者
胡宇芬)记者今天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省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咨询专家选聘结果落定，78
名专家将提供评估预警、 维权咨询、 侵权判
定、纠纷调解、案件援助等咨询服务，为湖南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护航。

据悉，这次受聘的78名咨询专家，包括47名
法律专家，31名技术专家，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
水平，又熟悉相关产业发展动向，具有较高的学
术威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所从事的专业涵盖
了法律、机械、电子通信、化工、材料等多个领

域。下一步，他们将由湖南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中心委派，为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和司法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提供相关服务。

近年来，湖南以建立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为目标，立足实际谋划维权援助服务，积极拓
展维权援助的方式和领域，为知识产权权利主
体提供法律、技术、智力支持。 截至目前，省知
识产权局制定了《湖南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三
年行动计划》， 成立了湖南省知识产权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与省高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建
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意见》等。

湖南选聘78名专家
开展知识产权维权咨询服务

� � �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通讯员 周
闯 宾孝加 记者 胡宇芬） 记者今天从
省知识产权局获悉， 国家知识产权局
日前确定了第5批知识产权保护规范
化培育市场，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入选。

据悉， 2010年“步步高” 曾被列
为湖南省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市场试点
单位， 目前该公司制定了严格的专利、
商标和著作权保护和管理制度， 建立
了比较完善的商品准入机制， 配备了

专职管理人员， 形成了完善的知识产
权保护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 国家第
五批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培育市场的
培育期限为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
培育期结束后， 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依
照 《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认定标
准》 相关条款， 采取书面综合考核与
实地抽查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推荐的
培育市场进行评审， 合格者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授予“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
场”称号。

“步步高”入选国家级知识产权
保护规范化培育市场

� � � � 6月21日，特战队
员进行武装奔袭5公
里训练。 当天，武警湖
南省总队湘西片区
“魔鬼周”极限训练在
张家界拉开帷幕，来
自张家界、 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 怀化
三地武警支队的百余
名特战队员参加，旨
在全面提升武警部队
实战化作战能力。

胡津铭 摄

“魔鬼周”
极限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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