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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卢小颖

初冬的深圳，暖意正浓。11月24日，由省委
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联合主办的“才聚潇湘”深圳中高级产业
人才专场洽谈活动在深圳举行， 并现场发布了
《2019———2020年湖南省“芙蓉人才计划”特色
优势产业高端人才需求目录》。

我省“高精尖缺”人才需求旺盛，企业招才
放大招，最高年薪150万元。

154人现场达成招聘意向

人才专场洽谈活动现场， 参会企业放大招，
除了高薪“招兵买马”，还提供引进人才补贴、安
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条件。湖南妇女儿童医院
有限公司招聘的学科负责人，年薪高达150万元。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薪酬中，提

及的“期股期权”吸人眼球，每年50万元至120
万元薪酬，另有期权期股奖励。公司此次主要招
聘技术专家和国别经理， 两类岗位对人才经历
都有明确要求，技术专家要求10年及以上大型
输变电设备、工程技术研发经历。

应聘者夏先生被“期股期权” 这几个字吸
引，“我准备联系该公司，仔细沟通一下。毕竟期
股期权在手，我会更有干劲。”

据统计，洽谈会当天，签到求职者有571人，
其中，硕士占比36%，博士占比8%，平均工作经
验5年以上。招聘单位接收简历822份，现场达
成招聘意向154人。

“高精尖缺”人才需求旺盛

为促进“芙蓉人才计划”落地实施，我省每
年举办“海纳英才·智汇潇湘”系列服务活动，为
重点优势产业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今年以来，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组织开展
了我省特色优势产业人才现状及人才需求情况
调研。 反馈有效问卷的企事业单位员工总数为
284252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经营
管理人才及海外高层次人才总量为200372人，
比重达70.49%。调研显示，中高级人才已成为
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新材料等重点优
势产业“高精尖缺”人才需求旺盛。

调研组通过实地走访、数据分析、座谈论证
等， 将企业反馈的人才需求编制成《2019———
2020年湖南省“芙蓉人才计划”特色优势产业高
端人才需求目录》，最终收录47家企事业单位，包
括经营管理、技术研发、学术科研3个类别的156
个高端岗位，共计420多个高端人才需求。91个岗
位要求至少拥有本科学历，占比58.33%；技术研
发人才需求239个，占比55.97%；部分超级管理、
学科带头人等岗位，年薪超过百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白培生
通讯员 唐光龙

8年来从不停歇地抓创建文明单
位， 跃上一个又一个新高度， 现在正
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单位， 民营企业湖
南省夏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
生实业） 为何对此孜孜以求呢？ 记者
近日走进该企业， 深入车间班组采
访， 深切感受到创建文明单位对夏生
实业生产经营、 员工进步成长带来的
强大推力。

连中“四元”

夏生实业是郴州市纳税大户， 从事
金属采掘冶炼深加工、 建工机械和建材
制造等，员工数量多但素质参差不齐。为
确保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党委在
2010年提出了创建文明单位目标。企业
从生产、经营、管理、思想、文化、安全、法
制等方面， 对照文明单位建设要求进行
重点规划。

积极投身公益慈善，激发职工向善
向上正能量。 夏生实业在全市首家设
立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分别成立“党
员”“团员青年”“工会”“巾帼”“民兵”

“企业”等11支分队，参与人数近3000
人，开展关爱敬老院孤老、留守儿童、
社区特困群体等，进行“双联共建”“一
帮一”“定点定人送温暖” 帮扶志愿服
务活动， 精准扶贫主战场更是他们出
现得最多的地方。

2013年，夏生实业注册成立了“郴
州市香花爱心帮扶协会”民间慈善组织，
几年来募集善款1883万元，捐赠慈善公
益类项目196项、1787万元，让10多万群
众和贫困家庭、弱势群体受益。其中，每
年用于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开支就达
100多万元。据统计，从2004年到现在，
夏生实业向慈善公益事业捐款总计
6080万元，董事长尹夏生个人捐款3012
万元。

夏花灿烂，馨香沁人。夏生实业先后
获得“市文明单位”“市文明标兵单位”

“省文明单位”“省文明标兵单位” 称号，
夏生实业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荣获“全省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更高目标

文明路上连中“四元”，可以暂时
停下脚步歇口气了吧？ 夏生实业却没
有满足， 紧接着提出创建全国文明单

位新目标。 公司成立了创建全国文明
单位工作领导小组，由董事长任顾问，
层层落实创建目标责任制， 创建工作
做到领导、部署、制度、人员、经费“五
到位”。

今年7月，公司党委组织党员前往
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参观“半条被子”
故事发生地，赴桂东沙田参观“第一军
规” 发布地， 接受革命传统和党性教
育。公司所属的“夏生职业培训学校”
每年举办各种类型的职业培训班（讲
座）20期以上， 参加员工1000多人次。
公司还通过参加“北大地方高管班”
“中南大学函授班”“湖南有色职业技
术学院矿业班”等，系统培训公司高、
中级管理和技术骨干， 打造学习型党
组织和学习型企业， 创建文明单位的
氛围越来越浓厚。

“诚实做事，用爱行医，是我在医疗
工作中信守的诺言。”前不久，夏生实业
道德讲堂举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讲座，邀请全国道德模范、郴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产科主任雷冬竹向员工作演
讲。夏生实业经常通过道德讲堂、专题报
告会、演讲讨论、读书会等形式，开展理
想信念、思想道德、文明风尚、家风家训
和诚信法治等方面的宣传教育， 以身边
人讲身边事。

“好人现象”

春风细雨，润物无声，夏生实业创
建文明单位工作带来感人的“好人现
象”。 董事长尹夏生先后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 全国社会扶贫先进个
人、 中国好人榜上榜人物、 中华慈善
奖·慈善楷模等荣誉。 总经理王玉成
获评省劳模、“湖南好人”， 郴州市香
花爱心帮扶协会会长、 夏生实业学雷
锋志愿服务队队长尹桃英荣获“郴州
好人”称号。

今年3月，王玉成在“湖南好人”授奖
仪式上发表感言：“一个人如何面对工
作？我的体会是，要有务实创新的信念，
诚实守信的操守， 坚毅感恩的性格。”王
玉成高中毕业后回乡，后来外出务工，如
今成为一家规模企业的总经理， 他坦言
自身成长与夏生实业长期坚持文明创
建，倡导精益求精、向上向善的文化理念
分不开。

好的风气还推动夏生实业各项工作
健康发展。去年以来，公司所属4家矿山
企业采选矿单位降耗5.7%，利润率上升
6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胡盼盼 )今天，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
副主任周国利(正厅级)受贿、滥用职权、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和被告人李美华受贿一案。湘
潭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2006年至2018年， 被告
人周国利利用担任邵阳市委常委、 邵东县委
书记、邵阳市副市长、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副主任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工程项目承揽、项目建设、干部
职务提拔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 直接或者通
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
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44万余元。其中伙同其
妻李美华非法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物， 折合
人民币209万余元。 周国利身为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滥用职权，违法决定将湖南省邵东生
态产业园300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部分出
让金和契税共计45792万余元返还给邦盛公
司，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此外，周国
利有2113万余元人民币、10万元港币财产无
法说明来源。

庭审中， 控辩双方对相关证据举证、质
证， 就本案有关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充分
发表了意见，被告人周国利、李美华作了最后
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因案情重大，该案将择期宣判。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宋显达） 省慈善总会微爱慈善基金今天在长沙
成立。

微爱慈善基金以救助困难家庭的大病患
者为主要目标人群。省慈善总会坚持“创新+服
务”方式，助推全省脱贫攻坚，此次跟轻松筹一

起利用轻松筹平台开展网络募捐，以期进一步
扩大基金规模，为全省大病困难群众提供更好
的慈善医疗援助。基金成立仪式上举行了轻松
筹业务培训，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还向
微爱慈善基金捐赠了价值100万元人民币的丙
肝检测服务。

重金吸引“高精尖缺”人才
———“才聚潇湘”深圳中高级产业人才专场洽谈活动侧记

邵阳市人大常委会
原党组书记周国利案开庭

奔跑在文明创建路上

省慈善总会微爱慈善基金成立

11月25日，东安县御江苑小区，居民有的在了解党建知识，有的在静心阅读，其乐融融。从2017年
5月起，该县在7个居民小区创建“党建红色小区”，并组建小区党支部，创新基层管理和党员志愿服务
新模式。小区党支部还通过“亲民”“为民”“利民”“助民”“安民”等主题活动，提供贴心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严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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