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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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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12

日讯 （通讯员 彭展 记者

唐爱平） 拥有职工逾万人的巴陵石化公司，

11

月

9

日公示建厂

40

年以来的首批

27

名首席

专家、首席技师和首席工程师。 据悉，被公司

评定和聘任为“首席”的专业技术及技能人

才，在今后的三年里，每月将享受高于评定

前工资待遇的“特岗特薪”。

近些年来， 巴陵石化为激励 “能工巧

匠”，每年面向一线评选特殊人才。 特殊人才

在获评后的一年时间里， 每月享受几百到

1000

多元的岗位特薪。 在

2004

年以来的六年

里，公司累计评聘特殊人才

895

人次。 为进一

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今年

7

月，该公司又出

台《巴陵石化特岗特薪办法》，进一步明确和

完善职位体系。 按照这一办法，专业技术类

设首席专家、首席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副主

任工程师、责任工程师和技术员；技能操作

类设首席技师、主任技师、高级技师、技师、

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和熟练工。 除

27

名

“首席”外，公司还有

156

名职工分别被评定

为主任工程师、主任技师。 对于享受特岗特

薪的首席专家、首席技师、首席工程师，巴陵

石化明确了特岗待遇和主要职责，激励其在

所在的专业领域发挥“传、帮、带”等作用。 公

司对特岗特薪实行动态管理，并适用易岗易

薪原则。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各类人才成长通道

进一步畅通。 公司合成橡胶事业部橡塑中心

课题组长梁红文，多年从事

SBS

、

SIS

、

SEBS

等

锂系聚合物研发， 已申请发明专利

15

项，技

术创新成果应用后产生巨大效益，前不久被

评为湖南省第二届优秀专利发明人。

一对夫妇19载

风雨助残路

本报记者 李宁

“感谢胡伯伯王阿姨一家的大恩大德， 是

他们的爱让我一家克服困难， 是他们的爱给予

了我一家奋斗不息的动力……”

11

月

2

日， 湘

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潘爱民， 收到一封来自

株洲市石峰区铜塘湾街道大屋组的感谢信， 写

信的是一位名叫袁碧钧的农村妇女。 正是这封

信， 揭开了该院退休干部胡光庭和妻子王淑兰

19

年来默默资助一户残疾家庭的爱心历程。

今年

77

岁的胡光庭是湘潭市检察院的退休

干部， 老伴王淑兰也已

72

岁。 熟悉他们的人都

知道他们生活简朴， 与人为善， 但是谁也不知

道他们与远在株洲的袁碧钧家还有这样一段故

事。

1985

年， 在湘潭市板塘铺做个体副食品生

意的袁碧钧嫁给了从广西到湘潭打工的龙南

勋， 两人后来相继生下两个儿子 。 可是几年

后， 龙南勋遭遇不幸身患残疾。

1990

年， 袁碧钧筹划着办一家食品厂， 因

为需要办证， 认识了当时在湘潭市卫生局防疫

妇幼科工作的王淑兰， 两家就此结下善缘， 开

始了相互往来。 不久， 袁碧钧在株洲石峰铜塘

湾娘家接受结扎手术， 不幸手术失败， 从此丧

失工作能力， 她只好结束在湘潭的生意， 带着

一家人来到株洲投靠娘家人。

由于跟王淑兰熟悉， 袁碧钧还是舍近求远

找到她反映自己的病情。 看到袁碧钧病困交

加， 王淑兰带着她去医院看病治疗， 并为她支

付医疗费用。 想到她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儿

子， 王淑兰和丈夫胡光庭一起， 塞给了袁碧钧

第一笔钱

400

元， 帮她暂渡难关。

随着接触增多， 胡光庭夫妻对袁碧钧一家

有了更多了解。 农民出身的胡光庭夫妻深知没

有劳动力而寄居在娘家的袁碧钧会遭遇怎样的

困境。 看到子女已经自立， 自己即将退休、 身

体尚可， 需要花钱的地方不多， 胡光庭便与妻

子商量一起帮帮袁碧钧一家， 他的想法得到妻

子的赞同。 从此， 夫妻省吃俭用， 积攒下每一

元钱资助袁碧钧一家， 这一帮就是

19

年。

日前， 冒着深秋的寒意， 经过一段狭窄的

山路， 记者来到袁碧钧在石峰区铜塘湾的家。

她拄着拐杖指着一栋三间小屋对记者说： “这

屋子就是胡伯伯资助我们建起来的。” 走进简

陋的屋子， 她指着箱子里的衣服、 桌上的药品

和床上的被子说： “这些都是胡伯伯给我们买

的。”

“胡伯伯每年都预存出我两个儿子的学

费， 保证他们的教育经费， 平时则每月定期给

我们寄来生活费。 现在我两个儿子一个

21

岁，

大专毕业了， 一个

19

岁， 读完了高中……” 袁

碧钧说着说着， 眼泪就不住地往下流。

“胡伯伯他们平时吃素， 却让我们多买好

吃的给孩子补身体。” 一直佝偻着背坐在房子

角落的龙南勋激动地说道 ， “胡伯伯年纪大

了， 一辆旧单车骑了

10

多年也不见换， 衣服不

穿破舍不得扔， 他们对自己这样 ‘小气’， 对

我们却出手大方。 这么些年， 他们资助我们的

钱有

20

多万块哩。”

虽然得到了胡光庭夫妻许多物质上的资

助， 但最让袁碧钧一家感动的是他们夫妻的仁

爱之心。

袁碧钧大儿子袁龙炎告诉记者： “我们兄

弟以前因为家境不好曾忍不住向父母发脾气。

注意到这个问题， 胡爷爷和王奶奶特意给我们

开了一次家庭会， 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 孝顺

父母。 担心我们走歪路， 他们一再教育我们正

确对待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让我们奋发

图强， 做对社会有益的人。 胡爷爷和王奶奶将

无私的爱和理解给予了我们， 为我们走上正确

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 我和弟弟决心以他们

为榜样， 做一个正直的有爱心的人。”

省属水电站抽“懒筋”

本报

11

月

12

日讯

(

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徐友良

)

省水利厅对

5

个直属水电站抽

“懒筋”。 在为期

5

个月的 “四个一”

(

一

次大讨论、 一轮大培训、 一场大考试、 一

次大检查

)

活动中， 双牌水电站最近脱颖

而出， 获得优胜奖。

水府庙、 酒埠江、 欧阳海、 南津渡、

双牌都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牌水电站，

堪称湖南水电事业的开路先锋， 但也不同

程度存在因循守旧等落后观念。

据活动组织者湖南水利水电开发集团

公司总经理李民幸介绍， “四个一” 活动

以强化安全生产为突破口， 通过对

5

个水

电站开展大讨论、 大培训、 大考试、 大检

查， 杜绝严重习惯性违章行为， 确保安全

生产目标的实现 ， 进而促进

5

个水电站

(

局

)

规范化、 制度化管理。

本报

11

月

12

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

员 黄又生 肖湘森 吴清明） 近日， 一辆

从广东佛山开来的越野车径直驶入大山深

处的邵阳县小溪市乡扶田村一家蜈、 蝎养

殖场。 过磅装车后， 提货的李老板把购买

蜈蚣、 蝎子的

3

万元现金和

1

万元订货支票

一齐交给养殖场老板刘飞宇。 帮刘飞宇做

事的亲友十分高兴： “没想到这些吓人的

小家伙这么值钱！”

刘飞宇今年

27

岁， 其家乡扶田村地处

偏远，是省级建整扶贫村。

2006

年底，在部

队当兵

6

年的刘飞宇退伍回乡后，一心想在

家乡干出点名堂来，便四处寻找致富信息。

2007

年春节前夕，经人介绍，他决定试养蜈

蚣、蝎子。 但人工养蜈蚣、蝎子，在当地还没

有人做过。 刘飞宇上网搜集相关信息，了解

情况，并积极向县、乡政府和农业、科技等

部门汇报、咨询，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

县信用社为他提供了

10

万元贷款建养殖

场。 县工商局通过全国工商信息管理网平

台为他查找蜈蚣、蝎子种苗基地资料。

为了掌握养殖技术， 刘飞宇常到乡农

科站、 县农业局以及湖南农大拜师学习，

还从高校请来技术顾问。 现在， 刘飞宇的

养殖规模已由当初的

120

平方米增加到

520

平方米， 固定资产由当初的

10

万余元增加

到

100

多万元， 蜈蚣、 蝎子每年产仔由

26

万条 （尾） 增加到近

100

万条 （尾）。 出棚

的蜈蚣、 蝎子畅销浙江、 广东等地， 年销

售收入在

50

万元以上。

特人特薪 特岗特薪

巴陵石化技术型人才有为有位

11

月

12

日早晨

6

时， 长沙街头

气温降至

3

摄氏度， 寒风袭来， 西

长街的商贩点燃竹筐取暖。 但如

此取暖法不可取， 极易成为火灾

隐患， 务必引起市民注意。

本报记者 韩世祺 摄

刘飞宇立足山村养“毒”致富

岳阳巴陵

石化公司大力

开展清洁生产

和资源综合利

用 ， 在持续节

能减排 、 保护

环 境 上 下 功

夫 ， 成 效 显

著 。 图为环己

酮装置挖潜改

造工程建设现

场。

彭展 摄

（紧接

1

版

①

） 周强指出， 全省各级工商联

充分发挥职能， 积极探索民营企业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 努力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 为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周强指出， 湖南经济社会正处于加快

发展时期， 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

件 ， 提供了巨大舞台 。 面临新形势新情

况， 民营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努力

实现科学发展。 要加强自主创新， 促进产

业加快转型升级。 要加强人才培养， 不拘

一格培养和引进人才。 要加强企业管理，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要加强市场营销， 拓

展营销网络。 要推动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跨

区域发展， 开展跨省、 跨国并购重组， 迅

速做大做强。 要大力整合资源， 做大做强

做优品牌， 提高企业知名度。

周强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大力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 进一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要加大政策支持， 完善产业发展规划， 一

个产业一个产业研究， 增强政策针对性、

实效性。 要鼓励民间投资， 以政府投资撬

动社会投资， 降低投资准入门槛。 要加大

金融支持， 推进银企合作， 支持符合条件

的民营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 支持各类

风险投资、 私募股权基金与我省民营企业

开展合作。 要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和综合性

平台建设， 促进资金、 人才、 技术等要素

合理流动 。 要完善引进人才的政策和规

定， 支持民营企业引进人才。 要创造良好

的法制环境， 推进依法行政， 创造公平、

公正、 公开、 透明、 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为企业提供优质、 高效服务。 要加强舆论

引导， 大力宣传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 毫

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

摇地鼓励 、 支持 、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

省政协副主席 、 省工商联主席何报

翔， 省政府秘书长武吉海陪同调研。

（上接

1

版

②

）

贝尔纳·瓦莱特说， 法国中央大区与

湖南有着广阔合作空间。 此次来湘访问 ，

主要目的是在教育、 经济和文化、 旅游等

领域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召开湖南省与法

国中央大区经贸洽谈会， 与湘潭大学洽谈

互派留学生， 推动凤凰县与法国安格市建

立友好合作关系。

省政府秘书长武吉海参加会见。

（紧接

1

版

③

）全省女性从业人数达到

1798.6

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

46%

。市州、县市

区党政领导班子女干部配备率达

100%

和

91.7%

，全省女村委数占总数的

31.4%

，在全

国居领先地位。

梅克保说，

5

年来， 全省广大妇女踊跃

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

在我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建设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各级妇联组织发挥自身优

势，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为推动我省妇女事业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梅克保对做好当前的妇女工作提出三

点希望：一是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

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策部署上来。要

紧密联系实际， 在各级妇联干部和妇女群

众中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

神的热潮。 二是要充分发挥联系和服务妇

女的作用， 认真做好新形势下妇女群众工

作。 进一步组织妇女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作贡献，推动解决妇女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引领妇女在促进

社会和谐中发挥作用。 三是要大力加强妇

联组织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做好党的妇女

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要大力加强妇联

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

使妇联组织更好地发挥党联系妇女群众的

桥梁纽带作用和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作用。

会议还对一批省巾帼文明岗、 巾帼建

功标兵、巾帼建功活动先进工作者、巾帼示

范村进行了表彰。

本报

11

月

12

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

员 刘风华） 昨天， 中瑞企业社会责任国

际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

劳动者权益成为与会代表热议的中心话

题。 来自瑞士外交部、 中国企业联合会的

专家代表发表主题演讲。

此次研讨会上， 来自瑞士、 丹麦等国

的政府和企业代表 ， 以及中国企业联合

会、 省企业联合会、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等单位的代表， 就如何保护企业劳动者权

益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次研讨会由瑞士外交部与中国企

业联 合 会 联 合 举 办 ， 省 企 业 联 合 会 承

办 。

关注企业劳动者权益

中瑞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在长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