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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客语录：

� � � �创业需要越挫越勇的精神，要耐得住
寂寞、经得起诱惑，在了解市场和发展趋
势后，坚定信念，专注做好一件事。

———高毅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荣首文

“股票目标价位是多少？产值何时能
做到100亿？ 这些内容不知道能不能讲。
公司上市后， 数据披露都有规定。”5月5

日，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毅坦言， 自己不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
人， 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我现在想得
最多的就是用心把企业做好， 使益丰成
为一个‘顾客信赖，社会尊重’的行业领
导品牌”。

今年2月17日， 益丰药房在上交所正
式挂牌交易，成为我省首家上市的连锁药
房。从2001年创立第一家门店到拥有810
家门店，企业上市，药房综合实力进入全
国五强， 高毅仅用了14年时间。 而这14
年，他心无旁骛。

改变经营模式，演绎“子并母”
奇迹

1968年出生的高毅， 有一股湖南人
做事的韧劲。他大学毕业后，放弃带编制
的工作单位，下海创业。

高毅父亲在常德市鼎城区药材公司
工作。但那时药价虚高、品种少、服务差是
困扰购药者的普遍问题。

“有问题就有商机。”1996年，高毅从
亲朋好友那里筹得10万元启动资金，把
鼎城某乡镇的一个药品批发站承包了下
来，他改变传统药品批发“高毛利低周转”
的经营模式， 从传统批发高达30%的毛
利，一下子降到5%。因为有价格优势，资
金周转快， 药品批发站第一年就有30多

万的纯利润，而当时大部分批发站还处于
亏损状态。

1999年，鼎城药材公司体制改革，高
毅以集体承包的名义包下了公司下属的
一个分公司，延续“低毛利高周转”的现款
交易模式， 销售额从1000万元迅速飙升
至2亿元。

2002年，高毅成功收购已经改制的母
公司，组建湖南德源医药有限公司，创造了
常德医药界“子并母”的奇迹，并将德源医
药打造成为湘北最大的医药批发公司。

开平价药房，引领行业变革
发展

“两个细节催生了益丰药房。”高毅介
绍，一是当时不少亲朋好友舍近求远直接
到其批发公司买药， 他发现了零售药店
降价的空间；二是一位朋友的母亲，有次
到他仓库的零货区选药。“我跟在她后
面，看她选的品种比较多，就顺手递给她
一个篮子。 后来， 她买了一大篮子药回
去，当时，我就想，如果把批发公司仓库
搬出去，开一个仓储自选式的药房，应该
不错。”

2001年6月，第一家益丰大药房在常
德开张，成为中南五省第一家“开架自选、
平价销售”的药品超市，并打出“较国家核
定零售价平均降价45%”和“药品质量，假

一罚十”的口号，“到益丰买药，打的也划
算”在消费者群体中口口相传。

凭借强有力的低价策略和可复制的
模式， 益丰药房从蜗居常德的一家门店，
迅速发展到湖南全省，并进入上海、江苏、
浙江、江西、湖北等地。

“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是
成功的”

公司上市并没有让高毅觉得如释
重负，因为他面对的市场竞争已经更加
残酷。

实体零售药店仍在奋力拼杀，真正的
挑战却来自无所不在的互联网。 阿里巴
巴、 京东商城等互联网巨头均已磨刀霍
霍，纷纷进军医药电商领域。

面对电商江湖，高毅带领他的团队正
进行二次创业， 并已悄然布局。2013年，
益丰药房启动电商平台， 现已建成B2C�
模式的益丰网上药店官方商城，并入驻天
猫医药馆、京东商城等开设旗舰店，也实
现了在实体门店用手机支付宝买药的
O2O（线上线下）模式。

这么多年来，高毅一直专注于医药零
售行业。 在前些年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
候，有朋友建议他转行或做一些房地产投
资，都被他拒绝了。“我认为一个人，一辈
子，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的。”

行进湖南 精彩故事———
湘创客 高毅：心无旁骛做好一件事

高毅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 (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郭闯 彭小云)“以前运农副产品，
要靠肩挑、 板车拉， 一棵直径6公分的杉
木，外边收18元，我们这只能卖15元。土地
整治后，机耕道通到田间地头，路好了，运
费省了，没人再压价了！”5月11日，南县明
山头镇永胜村村民张海泉仔细跟记者算
起了经济账。

高兴的不止张海泉。仅环洞庭湖基本

农田建设重大工程项目，与他一样受益的
农民就有130万人。省国土厅介绍，近年
来， 我省大力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仅
十二五期间，我省累计实施各级各类土地
整治项目2394个，整治规模1116.06万亩，
完成省以上投资222.42亿元， 新增耕地
21.24万亩，惠及农民1300万人。

记者在南县、石门走访发现，修整田
间道和生产路、泵站建设、土地平整、清淤

修渠等一系列土地综合整治措施，正悄悄
改变着农村的面貌。随着土地整治，“最后
一公里”被打通。一级田间道通到农户家
门口，二级田间道通到了农田旁，道路与
农田之间，还修建了水泥下田坡道，机械
下田作业、农副产品的运输都大大方便起
来。

湖南省土地综合整治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土连片地综合整治，使基本农田变

成“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
排、机能进、土肥沃、高产出”的高标准农
田，新增了土地，也鼓了农民的钱袋子。截
至目前，连片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示范县项
目建设规模近243万亩，新增耕地4417.35
亩；环洞庭湖片区已连片建成高标准基本
农田165万亩，新增耕地20.4万亩，增加就
业机会约3.5万个，农民年人均增收约350
元，增加农业产值两个多亿。

湖南整治土地1100余万亩
惠及农民1300万人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蒋浩）
过去不少电信诈骗手法，都是实施电话“遥控指挥”、不
与被害人见面接触。而眼下，有胆大包天的诈骗分子直
接“专人陪同”，确保“做局”成功。记者今天从交通银行
湖南省分行获悉，该行有网点成功堵截一起类似事件，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警惕。

交行长沙五一东路支行大堂经理介绍， 前几日临
下班时，3名中年男子在2名可疑男子陪同下，来到网点
办理开卡。“听口音，开卡的3人不是本地人，而填写表
单时，陪同的2人十分熟悉银行业务，举止有异。我就提
醒柜员们多多留意。”

经柜员仔细观察，开卡的3人都拿着一部老式手机，
而2名可疑男子一直陪在身侧，不时指指点点，指挥办卡
人操作。柜员多次强调网银转账限额及风险后，见客户仍
没有反应，于是尽量拖延办理时间，向网点负责人报告。

随后，该支行负责人以办理其他手续为由，将办卡
客户带到独立办公室询问原委。经多轮劝导，客户道出
了实情：那2名可疑男子声称，只要到银行办卡，并将他
们提供的专用手机号码作为银行卡预留号码后， 自己

便能获得一张高额度信用卡。
此间，2名可疑男子借故溜之大吉，而银行对3名开

卡客户采取了修改信息等措施，确保账户安全。银行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专人陪同” 诱骗开卡的情况还不多
见。其风险在于，被害人新办卡的绑定手机号是他人号
码（即：短信验证码可被他人获取），诈骗分子再通过掌
握被害人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采取快捷支付、网
银转账等方式，就能轻松转走被害人新办卡内资金。

6月1日起高速公路
货车计费方法调整

超载货物
最高按10倍收费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刘竞良） 经省政府研究
决定，6月1日起，我省高速公路载货类
汽车超载部分计费方法将进行调整。
记者今日从省高管局获悉， 根据该方
法， 货车超载部分最高将按基本费率
10倍计费。

据介绍， 目前高速公路货车超载
违法成本相对较低。如，现行计费方法
中， 货车超载30%仍按合法装载重量
计费。违法成本低，导致超载现象屡禁
不止，严重影响交通安全和收费秩序。

6月1日起对载货类汽车超载部分
计费方法进行调整后， 将鼓励合法装
载运输， 提高超载超限运输的违法成
本，保护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环境。

具体变化为：合法装载车辆通行费
收费标准保持原费率不变；超载部分达
30%以下（含30%）的，按基本费率的1至
4倍计费；超载部分达30%以上、100%以
下（含100%）的，按基本费率的4至10倍
计费；超载部分达100%以上的按基本费
率10倍计费。

5月12日，嘉禾县200多干部群众在舂陵河仙江水域投放鱼苗。当日，该县举行人工增殖放流活动，投放经过严格检疫、检测的四
大家鱼（青、草、鲢、鳙）鱼苗220万尾。 黄春涛 刘尚文 摄影报道

专人陪同？原是电信诈骗新招
建议：勿轻信“代办大额信用卡”等信息；银行卡绑定手机号必须为本人

湖南三大产业项目
在京成功推介

推介重点产业项目531个， 项目投资
总金额10849.1亿元，现场签约20.66亿元

湖南日报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孙晨晖）
记者在今天举行的2015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作推
介会上了解到，以军民融合产业、动力产业、新能源装备等
三大产业为重点的531个产业项目获得成功推介，项目投资
总金额10849.1亿元，现场签约20.66亿元。

会上，长沙、株洲、湘潭3个国家高新区分别进行了主题
推介。长沙高新区的军民融合产业、株洲高新区的动力产业
和湘潭高新区的新能源装备产业， 引起出席推介会的各大
企业和商协会的高度关注。

据了解， 长沙高新区的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模式在全国
具有示范效应， 如依托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了湖南省产
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 依托军工企业建设了一批军民融
合产业园。株洲高新区的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
三大动力产业集群迅速崛起，已实现年总产值1170亿元，占
全区工业总产值的57％。 湘潭高新区以风电装备为主的新
能源装备产业规模达300亿元，已成为国内闻名的新能源装
备基地。

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就国际医疗健康城进行了
推介。

推介会还举行了中国航天（长沙）空间信息技术工程研
究中心、“湘品出湘”湖南名优商品生产基地、奥凯航空长沙
运营基地等5个项目的签约仪式，现场签约20.66亿元。

湖南已组建综合救援队伍137支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李伟锋）今天是我国第七个

“防灾减灾日”。根据省政府办公厅部署，全省各地采取多种
形式开展应急知识宣传活动， 着力增强全社会公共安全意
识，普及公众防灾避险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目前， 全省组建覆盖省、市、县的综合救援队伍137支，
省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41支， 另有非专业应急救援队伍1.1
万余支。省级综合应急平台和122个县市区的小型移动应急
平台全面部署到位，一个“上下贯通、左右衔接、互联互通”
的全省应急救援指挥体系已初步形成。

湖南省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罗建军介绍，在我国，根据
事件发生原因、机理、过程、性质和危害对象的不同，将突发
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
件4大类。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性质和可控性等因
素，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3大类突发事件分
为4个等级，即特别重大（一级）、重大（二级）、较大（三级）和
一般（四级）；社会安全事件则不分等级。2014年，全省共发
生各类突发事件30.48万起，直接经济损失约215亿元。

周安德获“茅以升铁道工程师奖”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天胜 ）

近日， 中国铁道学会和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公布了2014
年度“茅以升铁道工程师奖”评选结果，南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目前世界最高速度米轨动车组研制者周安德，获
得“茅以升铁道工程师奖”。这是该公司自2003年以来，第8
名获此大奖者。

省质监局通报抽查情况

本土农资企业
问题产品发现率为5.4%
� � �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王诚）今天，
省质监局通报2015年春季农资质量监察抽查情况， 抽查省
内各类企业农资产品372批次，发现问题产品20批次。

本次共抽查省内企业农资产品372批次，涉及生产企业
230家，其中从生产企业抽查262批次，从市场监测抽查110
批次，发现问题产品20批次，涉及18家生产企业，省内企业
问题产品发现率为5.4%，问题企业发现率为7.8%。从全省各
市州共抽查外省企业的化肥、小型柴油机和潜水电泵198批
次，发现问题产品45批次，问题产品发现率为22.7%。

从市场监测抽查的检验结果看，复混肥、磷肥产品有效
成分含量偏低、小型柴油机“起动和停机装置”存在缺陷、潜
水电泵规定点流量、扬程不达标等质量安全问题相对突出。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5月 12日

第 201512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94 1040 721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06 173 225938

2 9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5月12日 第2015054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9678001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8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362719
2 20773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68
57775

1053818
11236934

60
2391
39926
422633

3000
200
10
5

0702 07 10 22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