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07年至2011年， 全省
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43.9万
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172.8万人，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56.8万人 ；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3%以
内。

———高校毕业生年度就业率
稳定在75%以上； 省财政每年设
立5000万元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

基金； 大力推进创业孵化基地创
建工作， 积极支持沿长潭西线大
学生创业示范走廊和144个省级
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加大小额担保贷款力
度，2007年至2011年全省共发放
小额担保贷款44.5亿元， 仅2011
年就扶持3.65万人成功创业 ，带
动就业岗位近14万个。

———全面推进公共就业服务
体系建设， 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公
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实施办法和
标准规范，基本形成了省、市、县、
街道（乡镇）、社区五级公共就业
服 务 网 络 ， 建 站 覆 盖 率 达 到
98.2%，在服务内容上涵盖就业失
业全过程， 对象上涵盖城乡所有
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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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关系生计 也关系尊严
本报记者 唐婷 苏莉

京湘互动

� � � �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
立足点和着力点放在何处？党的十八
大报告作了鲜明的论述，更加强调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强调创新驱
动发展，强调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
环发展。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论述的创新之处，内
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宽阔。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对企业而
言，至关重要。不同行业、不同企业，
其发展方式各有不同，单就国有大型
企业来说， 主要还是依靠科技进步、
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和节
约资源、循环发展，来提高企业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这些年，长炼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
时，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生产的改性

沥青铺到了北京奥运会鸟巢主会场，
乳化沥青铺到了武广高速铁路。建立
了绿色化工园区， 实现了清洁生产、
低碳生产。产业结构调整了，对湖南
经济发展贡献更大了。 今年1至10月，
在国内外市场萎缩的情况下， 公司实
现销售收入385亿元， 同比增长42%，
上缴税金及附加62.86亿元，同比增长
46.7%。长炼的发展充分证明，加快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至关重要。

我提两条建议，一是要夯实党的
执政之基，为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创造
良好的环境。二是要高度重视普通党
员的教育和帮扶，切实增强普通党员
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本报记者 蒙志军 整理
（本报北京11月10日电）

� � � �我来自大山深处。 来北京前，我
做过系统的调研，我所在的江华瑶族
自治县有林农10万余人，去年他们的
人均纯收入仅1200元。

目前，国家生态公益林补助标准
不足10元每亩。 林农栽种1亩生态公
益林 ，30年下来 ，只有292.5元 。相比
之下，国家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就高得
多，同样是1亩粮田，30年的补贴可达
3000多元。 在永州市海拔700多米的
两岔河乡灯草村，68户274人，全村除
10余亩水田外， 全部为高山林地，林
农连大米这样的基本生存口粮都要
在山外买，“山上穷、 山下富”、“好女

莫往山上嫁”，这样的境遇十分尴尬。
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将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新的战略高
度， 要求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 更
加积极地保护生态， 读来令人振奋。
但在重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
时， 也要兼顾林农的经济效益。 希
望国家高度重视生态公益林的保护
和建设， 提高补偿标准， 别让贫穷
成为护绿人的“标签”，这样才能使生
态文明建设拥有广泛社会参与的积
极性。

本报记者 陈亚静 整理
（本报北京11月10日电）

本报记者 孙敏坚

11月10日中午，湖南代表团驻地
宾馆房间里，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
公司科技部部长、硬质合金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徐涛利用休息时间，正
在整理报送国家科技部的相关材料。

“公司的一款973国家科技项目
已经研发成功并初步市场化 。 一来
去科技部报喜，二来请他们继续支持
咱们做大做强。”徐涛告诉记者。

办公桌上，胡锦涛同志所作的十

八大报告被翻开在“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这一页 ，旁边的笔记本上满
满当当地抄了2页纸。“报告提出要把
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这对
于我们科技工作者而言，无疑是天大
的喜事。” 徐涛的眉眼之间掩饰不住
欣喜。

从1989年大学毕业进入株硬集
团，徐涛已经在硬质合金领域干了23
年。 从一味的进口到引进、 吸收、模
仿，再到自主创新，株硬集团走过了

一条艰难的发展之路 ：“国外公司对
这一领域的专利布局和技术封锁非
常严重，稍一发展就碰到了他们的地
盘， 打国际官司是家常便饭。” 徐涛
说。

然而，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徐
涛带领她的团队研发出了网状结构
硬质合金。这种兼顾强度与韧性的合
金材料填补了国际市场的空白。徐涛
欣慰地说：“中国终于有机会站在硬
质合金产业链的最前端，和世界巨头
一起制定游戏规则。”

“十八大报告中特别强调 ，要着
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是
鼓励、 更是责任。” 徐涛满怀憧憬地
说：“我们期待， 国家会更加突出企业
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促进科技与经
济社会发展更紧密结合； 加快完善人
才发展机制， 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努力营造良好
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让中
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北京11月10日电）

【民生话题】 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 � �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推
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就业要
有“更高质量”，这个新提法令人
振奋，让人期待。

就业是民生之本。 温家宝总
理曾说：“无论大学生还是农民工
的就业，不仅关系他们的生计，还
关系他们的尊严。”

青年是就业的主体。 我是做
共青团工作的， 服务青年就业是
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年工作的重中
之重。推动青年就业，我们做了不
少探索和实践。 我们在高校新生
中开展就业规划引导和辅导，帮
助他们从入学起就初步确定自己
毕业后的人生规划， 为在校大学

生和职业学校学生提供见习服
务，引导毕业生勇于到基层去、到
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去
年一年， 我们筹集了2000多万元
资金，用于指导青年就业创业。

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我认
为，要为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
人创造更多机会， 接受质量更好、
效果更好的职业技能培训，可以进
工厂、进企业，而不只是让他们干
“洗脚、端盘子”之类的岗位。一定

要畅通渠道，让在低层次岗位上工
作的人， 能够有更多机会向上流
动，进入更高层次的岗位。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注重保护、调
动和发挥好企业与职工双方的积
极性 , 保障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
益，落实工资协商机制、带薪休假
制度等各项用工制度， 真正做到
让所有就业者都能体面、 尊严地
实现就业。

残联帮我
家门口就业

益阳市铁铺岭社区居民 陈立

今年， 我终于在家门口找到一份工
作，搭帮残联的帮忙!

我一岁半的时候， 患上了小儿麻痹
症，双脚严重萎缩，行动不便。一直以来，
我希望能够在家门口找一份工作补贴家
用，但苦于没有门路。

今年，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我，铁铺岭
社区成立了益阳市第一个社区残疾人就
业基地，帮助像我这样的残疾人就业。听
到这个消息，我看到了就业的希望，别提
多高兴了。

在社区报名后， 社区组织我们进行
就业培训，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益阳是
南竹之乡，有很多凉席厂。像做凉席这样
的活也很容易学，我一学就会了。社区给
我们牵线搭桥， 和赫山区谢林港凉席厂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为了照顾像我这样
的残疾人， 凉席厂特地采取 “送材料上
门，收产品回家”的方式。这样一来，我不
用出门，也可以在家里工作挣钱了！

现在，我一个月能挣到几百块钱，给
家里减轻了负担不说， 我自己的生活也
充实了不少，人也有了自信。这都要感谢
残联的帮扶，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据我
了解， 在我们社区像我这样在残联帮助
下就业的残疾人就有二三十个。

我听说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做好城
镇困难人员的就业工作。 希望将来残疾
人能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展现自身价值，
创造幸福生活。

【代表谈】 荩荩荩

农村青年不该只能“端盘子”
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 陈雪楚

� � � �我说个真实的故事。前两年，
湖南大学两位80级电机专业毕业
的同学， 在入校20周年时回到母
校聚会。 这两位同学当年毕业都
分配到了四川一家国家级大型水
电厂。恰逢国家修建三峡大坝，给
了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 双双成
了一流的技术专家， 如今一个成
为了董事长， 一个当了副总工程
师。他们深有感触地跟我说：不是
我们人厉害，而是这个舞台大，国
家要干世界水平的事， 就把我们
推上去了。

我经常引用这个例子， 鼓励
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去， 到大型厂
矿去。 尽管眼前收入水平相对较

低， 但舞台大、 后续发展空间宽
广，能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很
多年轻人到了外企或者合资企
业，初期收入较高，但发展到一定
层次，就很难提升。这些年，我们
积极引导湖大的毕业生抓住机
遇，接受挑战，到西部和基层建功
立业，报名参加“三支一扶”、选调
生、 大学生村官计划等项目的人
数超过2000人。

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 ，

现在已经有很多好的政策。 好的
政策出台后，要有后续跟进、落实
和配套。比如，大学生村官任期届
满后，有的能考上公务员，有的没
考上，怎么办？要有配套的优惠政
策支持他们读研究生， 或者到社
会上就业。还有，农村的孩子在就
业上不如城里孩子有竞争力，这
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需要有通
道，需要大力扶持。

（本报北京11月10日电）

舞台大，就业质量就高
湖南大学党委书记 刘克利

荩荩荩【百姓说】

【温暖印记】 荩荩荩

盛会传真 “和世界巨头一起制定游戏规则”

� � � �陈雪楚代表 罗新国 摄

� � � �刘克利代表 罗新国 摄

� � � � 2010年3月28日， 南华大学2010届临床医学毕业生就业签约成功后， 兴高采烈地走出双选会现场。
（资料照片） 曹正平 摄

“靠科技创新打赢国际竞争”
梁稳根代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

� � � �湖南代表团梁稳根代表接受联合采访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代表之声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势在必行

中国石化集团长岭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侯勇

希望提高生态补偿标准
江华瑶族自治县尖子岭森林瞭望台瞭望员 余锦柱

� � � �本报北京11月10日电 （记者 陈
亚静）今天晚上，党的十八大代表、三
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根
在位于北京梅地亚中心的十八大新
闻中心接受了中外媒体联合采访 。
“靠科技创新赢得国际竞争！”在被问
及“走出去”企业如何应对挑战时，梁
稳根的一句话道出了湘企的十足底
气。

“企业如何应对国际竞争？”、“复
杂经济形势下，民营企业未来的路怎
么走？”……晚上8时，联合采访一开
始，记者们就接连将问题抛向这位知
名企业的掌门人。

“三一集团‘走出去’的步伐迈得
比较大。请问，当中国的高端制造业
对欧美对手形成挑战时， 该如何应
对？”新华社记者率先发问。

“从去年开始，世界最大的工程
机械企业———美国卡特彼勒正式把
三一集团列为竞争对手，我们前进的
路上，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多。”梁稳根
坦诚答道，“近些年，我们在国际市场
上遇到过一些麻烦，甚至不公，但是
面对巨大挑战，我们始终坚持的一条
举措就是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确
保每年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5%以
上，靠科技创新赢得国际竞争！”

随着三一集团成功打出一连串
兼并重组海外企业的 “好牌”， 如何
“洋为中用”，管理好海外科研团队成
为记者们关注的话题。

“四个字———大同小异。”梁稳根
风趣地说：“‘大同’ 就是在核心价值

观念和经营目标、理念上，跟我们一
定是要相同的。‘小异’就是允许文化
差异存在，比如德国时间、美国时间
与我们中国就不一样， 我们睡觉了，
他在搞研发；他在睡觉，我们在搞研
发。” 幽默的话语令现场气氛轻松而
热烈。

三一集团已在国际市场上取得
巨大成功，企业未来的国际化布局和
战略更显重要。国际在线网记者就此
提出了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提
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对企业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既是
挑战，更是机遇，中国经济未来10年
充满了希望。”梁稳根表示，加大转型
升级力度是未来三一集团实施国际
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具体举措就是加
大研发投入，使信息技术应用于经营
管理的全过程，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
量，增强国际竞争力。

“三一集团把国际化作为再一次
创业。” 梁稳根介绍说：“今年我们的
海外收入是100亿元人民币， 只占销
售总额的15%。我们希望5年以后，这
一比例达到40%-50%。”面对镜头和
话筒，梁稳根态度谦逊，但话语里却
满是自信。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里，梁稳
根还回答了华尔街日报、 中国经济
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多位中外媒
体记者的提问， 就民营经济发展、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等话题作了精彩回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