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安乡人武部为响应县委提出

的建设“森林县城、生态安乡”的发展战略，

发动民兵积极退出珍珠养殖， 发展生态养

殖。 截至目前， 全县已有

200

余户养殖珍珠

的民兵家庭主动率先退出珍珠养殖，转而发

展生态养殖，此举在其他养殖珍珠的群众中

产生了较深影响。

安乡县是全国最大的珍珠养殖基地之

一

,

近年来，该县把珍珠养殖作为农村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到去年底，养殖面积已

达

12

万亩。 而该县民兵养殖珍珠的面积就

达到了

4

万亩，占养殖总面积的

1/3

。 在民兵

带动下，全县珍珠养殖业迅速发展，珍珠养

殖虽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对水域环境

造成了严重污染。

为保护环境，响应县政府今年压减面积

2

万亩， 并计划

5

年内在全县基本取消珍珠

养殖决策。 县人武部向全县民兵养殖户发出

号召，要求养殖珍珠的民兵发扬模范带头作

用，主动退出珍珠养殖，为全县生态文明建

设作贡献。

（文建军 贺春林）

本期 关注·人物

湖南省商务厅主办

为

科

学

发

展

指

导

员

叫

好

杨

跃

伟

日前， 作为省会新闻界的代表之

一， 笔者有幸参加了由省委宣传部、省

委组织部组织的 “科学发展指导员、基

层党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师代表与新闻

媒体交流座谈会”。

14

个代表的报告事

迹感人、感奋。特别是科学发展指导员，

笔者为他们叫好。

一好是省委的这一决策英明。农民

富，全省才能富，农村现代化，全省才能

现代化。 村级组织是最基层的基层，村

级经济是最低档位的起步经济。省委今

年八月决定在全省各县（市）选派一批

已退居二线的干部到最基层的村级任

“科学发展指导员”。这是省委的英明决

策，是关注农村、关怀农村，加强农村村

级组织建设，促进新农村发展的创新之

举、英明之举、可行之举。

二好是盘活人力资源才尽其用。人

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 人为 “

1

”，资

金、土地、设备等均为“

0

”，只有具备人

才这个“

1

”，后面的“

0

”才有意义。 这次

从县直机关各部门退居二线选派的干

部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学识和丰富的

工作经历， 有的还是某方面或行业的

“专家”，都是宝贵的人力资源。 发挥他

们的作用， 让他们作科学发展指导员，

无疑具有盘活人力资源、 才尽其用、人

才下乡、智力扶贫的意义。

三好是送去了新思想、 新观念、新

方法。 这批科学发展指导员， 均是县

（市） 委部委办或科局单位并未到退休

年龄而退居二线的正副部长、 正副局

长、正副主任。 他们一般精力较旺盛、政策水平较高、

思想观念较先进，视野较开阔，工作起来点子办法较

多，可较好的发挥“参谋、指导、督促和帮助作用”。

四好是能够为村里跑来资金和项目。科学发展指

导员们在县（市）各部门工作多年，有政治优势和人脉

资源。 他们一般可跑来政策、技术、项目和资金。 祁东

县洪桥镇温泉村科学发展指导员王友生原任祁东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老干局局长，退居二线后，被选

派到温泉村任科学发展指导员，他一边指导该村学

习实践活动，一边与村委商定规划经济发展思路，

一边扎实做好维稳工作。 通过向上争政策、资金、

技术， 年内解决了村里

3

个组

300

余人的饮水困

难， 年底建成全县第一批标准化电气村并计划两

年内组组通水泥路，三年内通自来水。

这种科学发展指导员，农村需要，农业需要，

农民需要，实为雪中送炭，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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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

11

月底， 桃源县参加工伤

保险的单位已达

569

家， 工伤保险参保

人数达到

2.9

万人，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为了让更多的建筑业农民工能够享

有工伤保险，今年以来，该县劳动保障部

门、县总工会和县建设部门联合办公，认

真做好建筑业农民工优先参加工伤保险

组织、引导工作。 县建设部门对不及时参

保的企业不发施工许可证； 对工程竣工

时仍未办理工伤保险的企业拒绝进行验

收备案；县劳动保障部门、县总工会不定

期对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的情况进行调

查和检查； 各工程建设单位把施工企业

参加工伤保险作为招标的条件之一，监

督施工企业为参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

险。目前，全县

3100

余名建筑工人全部参

加了工伤保险。

(

周剑锋 李永祥

)

据全国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显

示，截至

2009

年

12

月

25

日，娄底市销售家

电下乡产品

165274

台， 销售额近

3

亿元，补

贴金额超过

3019

万元，为促进农村家电市场

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自今年家电下乡实施以来，该市通过组

织周密，行动迅速，把宣传工作做深做透。 利

用乡村组织将印刷的

20

多万份宣传资料派

发到所有村组，并在乡镇、村组活动中心张

贴海报，在各销售网点悬挂横幅；利用报纸、

电台、电视台进行政策解答，报道家电下乡

工作进展动态，在娄底电视台制作了三次专

题新闻，详细介绍了购买家电下乡产品注意

事项；同时通过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有奖

问答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家电下乡政

策深入到每一个村民心中。

为使家电下乡产品持续热销，该市采取

送货下乡、团购、让利等促销活动调动农民

的购买积极性。 如组织通程电器、沃尔玛等

较大的家电流通企业，选择农村赶集的时间

送产品下乡，当地乡镇财政所现场办理补贴

申请手续；新化国康电器还聘请一些热心的

村民帮助做市场调查，登记需求，组织团购，

统一送货上门；娄底移动分公司采取购机送

话费等活动推动下乡手机销售， 效果非常

好，销售量急剧上升。 在保持了家电下乡产

品持续热销的同时，通过加强市场监管及时

处理投诉，维护农民利益。

近年来，吉首市国税局立足自身条件，通

过自出资金、联系专项资金等方式，积极参

与湘西新农村建设。 该局在地处偏远的排绸

乡锦屏村、广群村投入资金

60

余万元，修路、

架桥、推进农村产业化发展，并通过指导组

织架构、支援办公用品、协调开展工作等多

种方式，指导、完善村支部建设。 同时，该局

还用活用足税收政策，利用税收杠杆确保各

种惠农政策真正惠农。 近

2

年来先后为

127

户涉农企业办理税收优惠， 涉及销售收入

5700

余万元，减免税款

600

余万元；通过积

极向农民宣传税收政策、加大对销售企业发

票填开监管力度、增设家电下乡企业办税绿

色通道等多种方式， 落实家电下乡税收监

管、 服务职能； 在新农村建设财力保障上，

2006

年至

2008

年， 该市国税局税收收入从

1.67

亿猛增到

3.78

亿元， 年均增收

1.06

亿，

年均增幅

62.8%

，实现了

3

年税收翻一番。 今

年前

10

月又再次增收

7137

万 元 ， 增 长

23.6%

，为湘西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可靠财力保

障。

（陈永红）

娄底市“家电下乡”助推农村消费市场

新闻链接：

截至

12

月

25

日，全省

14

个市州设

立了

10430

个“家电下乡”销售网点。 家

电下乡产品销售量

2163600

台， 销售额

39.6

亿元，已补贴到户

1728167

台，补贴

金额

4.26

亿元，销售量和销售额在全国

第二批启动的

9

个省市中排名第一 （全

国排名第四）。 各市州按销售量排序前五

名为长沙

246982

台、 岳阳

236257

台、常

德

221201

台 、 衡阳

215607

台 、 邵 阳

190203

台。 各市州按补贴金额排序前五

名为岳阳

5072

万元、常德

5003

万元、长

沙

4432

万元、衡阳

3999

万元、益阳

3690

万元。

孙治国

吉首市国税局

多项措施助力新农村建设

硕 果 累

累———澧县复兴

苹果柚今冬又喜

获丰收。

图为该品种

带头种植人宾定

坤（左）与该镇苹

果柚专业合作社

理 事 长 胡 训 国

(

右

)

喜摘硕果。

（ 孙 治 国

杨振华 摄）

桃源县工伤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

安乡人武部发动民兵发展生态养殖

情 满 三 湘

———湖南省常德金三湘酒业有限公司发展纪实

陈新勇 代 魁 蒋训之

九 州

近年来， 澧县公安局强化与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警务机制，积极探索适

合农村社会稳定和治安工作的新路子，营造

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农村综治维稳工作成

效显著。

澧县是一个拥有

87

万人口的农业大

县，该县公安局把农村综治维稳，筑牢农村

综治维稳“作第一道防线，通过以警务建设

为支撑，推进警务体制改革、以公安网络为

载体，用信息主导警务、严密构筑情报信息

网络体系、治安纠纷调解体系、治安工作防

控体系三大体系，提高治安防控驾驭能力等

措施，把公安工作的触角延伸到责任区内的

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村组、每一家厂矿企业，

有效提高了处警防控能力。全县社会局势呈

良好发展状态，群众对社会治安状况满意度

逐年上升。 （杨振华 任长春）

澧县农村综治维稳工作成效显著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一个农民出身，从

18

岁开始到常德酒厂当学徒，与酒打交道，使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地方酒厂，短短几年，一跃成为三湘大地的酒业新贵。 从企业改组下岗失业到带领下岗工人一起创业让常德金三湘

酒业有限公司连续三年实现盈利，年销售收入达到数千万元。是什么让这个出身农家的汉子以后发之势在白酒行业名品

林立的天地里游刃自如？ 为此，本刊专访了该公司董事长罗富国先生，解读他的创业之路。

常德素有“烟都酒城”之称，酿酒历史源

远流长。 早在先秦时代， 这里就有摆 “春台

席”，置酒“与之合饮”的风俗。 武陵境内有崔

婆井，井水甘甜清冽，汲而酿酒，香气四溢。前

人有诗曰：“酒馨冲天飞鸟闻香化凤， 糟粕落

地游鱼得味成龙”。 沧海桑田，时代变迁。常

德人喜饮白酒、 善酿白酒的传统一直延续下

来。新中国成立后，常德酿酒作坊走上了合作

化道路， 从单一的作坊逐渐转为集体协作生

产。

1952

年，常德办起了第一个地方国营酒

厂。

1982

年，正值青春年少农家出身的罗富

国以三分之差高考落榜， 转身以第三名的优

异成绩被“普招”到常德市酒厂当学徒工。 生

活就是这样， 从来不会轻易让人过上安稳的

日子。 同时，对善于把握机会的人来说，许多

看起来与自己没多大关系的事情最后都成了

改变命运的契机。

2002

年，在“国退民进”的企业改组浪潮

中，罗富国下岗了。 他从

18

岁开始与酒打交

道，从生产学徒到技术骨干，从业务员到销售

总监，可以说，他把生命中最闪光的部分献给

了酿酒事业。 可是命运再一次将他甩到荒凉

的沙滩上，他曾经感到了茫然。 很快，昔日的

一些同事纷纷找到他， 希望他能带领大家一

起创业。 这是一群对酒有着复杂而特殊感情

的酒厂下岗工人，这里面有“德酒派”的核心

技术元老、国家高级品酒师陈惠鹏。他和陈惠

鹏一拍即合：“做生不如做熟， 就干自己热爱

的行当”！ 常德金三湘酒厂就这样正式成立

了。

酿酒是一项良心工程， 来不得半点花拳

绣腿。创业伊始，公司总工程师陈惠鹏带领有

关技术人员刻苦攻关。 在现阶段酿酒发酵工

艺中， 一定规模的酿酒企业大多采用砖窖和

水泥窖。 陈惠鹏带着他的技术组多次外出求

教， 特别是对历经四百多年的国宝窖池进行

研究后，大胆革新，研究配方，采取了土打垒

建窖、悠火蒸馏、低温入池、香泥封窖、固态续

渣， 在窖池特征微生物的富集性技术上取得

了突破。为了保证优质的原产基酒，“金三湘”

与成都国池酒厂实行联营。 罗富国多次奔赴

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祥地，三顾茅庐，锲而不

舍， 聘请国内著名白酒专家出山担任技术顾

问。 正是因为汇聚了湘酒生物科技精英和成

功启动了“外脑”，才为“金三湘”酒的畅销奠

定了坚实的品质基础。

质量第一的理念，体现在“金三湘”酒生

产的每一个环节。 他们对质量控制体系加大

投入，加强中心化验室、无菌室、气相色谱室

和半成品化验分析等检测检验工作， 特别是

对产品质量起决定作用的制曲、酿造成品室、

半成品室、中心化验室进行重点控制。为及早

与国际市场接轨， 他们借鉴国内大型先进企

业的做法， 率先引进国际标准并顺利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认证体系认证， 取得了进

入国际大市场的通行证。 “开瓶已有三分醉，

入口便留一品香”。在去年长沙召开的全国糖

酒交易会上，“金三湘” 牌贵宾酒以其芳香浓

郁、入口绵柔、回味悠久的特点受到了来自全

国的品鉴专家的交口称赞和好评。

白酒市场风云诡异， 尤其对一个新生品

牌来说，它要承受更多的风险。 “把功夫下在

质量，把智力投在文化，把眼睛盯在市场，把

利润返在客户。与大品牌拼质量，与中品牌拼

价格， 与小品牌拼服务， 做一次 ‘马拉松赛

跑’”。这就是罗富国错位思考，不按常规出牌

的治企“偏方”。 他提出公司前三年不主入常

德市场。为加强与客商的合作交流，以他为首

的一班人不仅走遍了三湘大地的

80

余个县

（市），而且北上湖北、河南，挺进天津、河北等

中原腹地，南下上海、羊城、广西、江西，足迹

踏遍了

20

多个省市， 使得市场份额逐步扩

大， 实践了从外围向中心逐步渗透的成功营

销模式，难怪有人说：罗富国是个营销天才。

“其实，在中高档白酒市场，地方企业大

有可为。”罗富国说，以安徽省为例，口子窖酒

20

多亿元的年销售额，

80%

的中高端产品是

在省内销售，绝大部分通过各类政务、商务及

礼品馈赠等活动消化。“喝点真的，喝点好的，

喝点本地的”， 这将是多么巨大的一个需求！

由此可见， 地方企业主动参与到白酒中高端

市场的角逐，将会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公司

本着“生产一代、研发一代”的原则，不断改进

生产工艺流程，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

品的市场磁力， 由当初的单一品种衍生到现

在“金三湘”贵宾酒、鸿运酒、喜庆酒、婚宴酒

等八大系列二十多个品种， 销售市场由企业

当初明确“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观，瞄准农

村市场，瞄准中等偏低收入的消费层，将销售

网点的重点布局放在乡镇、 县城和部分大型

超市转向各类政务、 商务及礼品馈赠等高端

市场，进而呈现出全面开花、主打精品的产品

格局。

内敛醇厚， 绵柔爽净， 集湘酒文化之大

成， 综合国窖

1573

和五粮液的优势和特点，

“金三湘”香飘万里。 “金三湘”系列酒的质量

得到了国内众多白酒专家的肯定， 得到了广

大消费者的认可。但罗富国的脚步没有停止，

“金三湘”人与时俱进，追求卓越的步伐不会

停止。今年，该企业的员工人年均工资万元以

上，并为

90%

以上的员工购买了养老保险。罗

富国在企业阔步发展的同时， 不忘解决家乡

父老的就业问题， 他从返乡打工者中招收了

一批高素质的新员工进厂工作

,

让他们离开

了土地当上了工人、职员、甚至老板，从贫穷

走向富裕。 用罗富国的话说 “用工业拉动农

业，让农民成为工人，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的长效之路”。 罗富国算过一笔账，公司年产

优质浓香型、五粮型基酒

2000

吨，可让

1000

农民直接或间接成了金三湘的员工。 不少农

民“洗脚”上岸，告别了耕作几十年的土地。

2010

年，常德金三湘酒业有限公司新厂

区将正式开工动土。在省、市两级政府和有关

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在焕发着古老文明

和现代生机的柳城常德， 将矗立起一家更加

豪迈大气的现代化高标准酿酒企业。 三湘自

古多好客，美酒“金三湘”，它将成为湘酒业界

呈给世界的一张崭新的名片！

常德金三湘酒业公司董事长罗富国先生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