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通讯员 贺运金 记
者 曹娴）今天下午，在台北举行的台北捷运
万大线CQ850、CQ850A标盾构机采购签约仪
式上，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与台湾荣工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
订了2台6米级土压平衡盾构机供货合同。

据了解， 台湾地区的地下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长期以日产盾构机为主导， 本次签约是
大陆盾构机首次进入台湾市场， 打破了日本
企业在台湾30多年的市场垄断。

台北捷运万大线是台北兴建的一条重要
交通干线。CQ850、CQ850A两标段上下行线

总长分别为2754米、3417米。在盾构机掘进过
程中，需要克服50米超小转弯半径、下穿双河
桥桩基础、经过通风竖井段原位偏移、遭遇沿
线连续墙等地质和施工难题。

铁建重工董事长刘飞香介绍， 在前期技术
方案设计阶段， 铁建重工研发团队围绕工程提
出的个性化要求，尤其是针对小转弯半径，进行
了细致研究和论证，提交了高度定制化、针对性
极强的技术方案，最终获得用户的认可。

“台湾地区较高的施工标准、严格的审核
制度也锻炼了企业技术和营销队伍， 为铁建
重工继续深耕台湾市场、 开拓其他区域市场

提供了宝贵经验。”刘飞香表示。
首批设备将在2018年交付并投入使用。

铁建重工后续将为客户提供设计、 制造、生
产、现场组装调试、试掘进和后期服务等产品
全生命周期服务。

据悉， 铁建重工自主研发的盾构机已连
续4年占据国产市场的“半壁江山”，市场占有
率85%以上的TBM（岩石隧道掘进机）和大直
径盾构机成为国产第一品牌， 被广泛应用于
国内30多个省市区的地铁、铁路、煤矿和水利
等重点工程，并出口至俄罗斯、土耳其、中东
等国家和地区。

奉永成

最近 ， 笔者在采访中遇到的一件事
情，耐人寻味。

岳阳盛世云顶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是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初创企业，眼下
正是用人之际。公司老板周彪是一名出生
于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 学设计出身，
他告诉笔者公司急缺营销人才。

为了补齐人才短板，盛世云顶公司参
加了多场招聘会，均无功而返。

岳阳晟辉装饰公司的老板黄献平同
样是年轻人 ，学营销出身 ，公司急需专业
设计人员，也在多场招聘会上铩羽而归。

两人均感叹：人才难寻！
人才为何难寻？ 周彪一语道破天机：

有点能力的年轻人都去创业了。
据省工商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指导

中心公布的 《湖南省青年创业分析报告
（2016年）》显示，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我省
青年创业指数呈直线上升态势，2016年青
年创业人数是2013年的3.05倍。

年轻人创业激情高涨，创办企业数量

增多 ，这是可喜的现象 。但大部分青年创
业时都会遇到“人才、资金和市场”的难题。

要独立解决这三大难题，对任何一位
青年创业者来说，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抛开资金和市场不说，光人才问题就足够
让人头痛 。就像上述两家企业一样 ，学营
销的积累了一定客户资源后， 成立公司，
必然需要设计人才来将项目落地；学设计
的达到一定水准后 ，创办公司 ，也需要营
销人才来打开市场。

笔者建议 ，与其各自为政 ，到处招兵
买马；不如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抱团发展， 马云已做出成功的示范。
在创办阿里巴巴时，马云找来了另外17个
伙伴共同创业 。这17个人中 ，既有技术研
发人才 ，也有市场营销人才 ，大家各展其
长，攻坚克难，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公司。

年轻人“创业难”，难就难在缺少人才、
社会资源与实践经验， 个体力量薄弱，抗
风险能力差， 禁不住太多的风吹雨打。如
果抱团发展，各取所长，不仅可弥补人才、
资金短缺的难题 ， 还能在市场上提高抗
“摔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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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胡纯亮

名片
卞国民，永州市零陵区邮亭圩镇小木

口村人，1983年出生。 从长沙理工大学毕
业后，返乡养泥鳅。12年来，他深度开发泥
鳅的商业价值，使得1公斤泥鳅能创造650
元的价值，年销售额超过6000万元 ，还带
动周边200多户群众实现致富梦想。
� � � � 故事

11月22日，阳光明媚，从零陵城区出
发沿着一条小路蜿蜒前行，大约半个小时，
就到了小木口村。进村道路的两边，都是用
来养殖泥鳅的稻田。在山顶上，是一个个水
池，一间间房屋。为了养殖泥鳅，卞国民在
这片大山中建了一个养殖基地。

“小时候很喜欢抓泥鳅，那个时候泥鳅
就已经很贵了。我就想，以后养泥鳅的话，
肯定有前途。”说起初衷，卞国民告诉记者。

大学期间，卞国民专门选修了养殖方
面的课程。在他看来，泥鳅是“水中人参”，
营养价值很高。2005年， 卞国民从长沙理
工大学一毕业就回家乡养殖泥鳅。

卞国民拿着借的5000元钱，买了一批
野生泥鳅，放在稻田养殖，但一开始就栽了
个大跟头，“当时我搭了一个棚子住在田
边， 每天早上起来就看到水面浮着一层死
泥鳅，那时感觉心在滴血。”

不甘心的卞国民随后又借钱继续尝
试， 均以失败告终， 很快本钱就赔光了。
2007年， 就在卞国民最为落魄的时候，他
邂逅了现在的妻子李霞。在李霞的鼓励下，
卞国民又重拾养殖泥鳅的梦想。左思右想
之后，他决定调整思路：既然野生泥鳅不好
养，就自己孵化。硬着头皮从同学那里借来
了2000元钱，卞国民又一头扎进了村后的
大山。

“为了省钱，山上这些鱼池都是我一块
砖一块砖砌上去的。”卞国民一边在山上养
鸡维持生计，一边开始了艰辛的泥鳅繁殖
之路。

由于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水温、环境、
用料都会对泥鳅的繁殖产生重大影响。从
人工孵化到半人工孵化， 经过前后6年艰
辛摸索，卞国民的泥鳅繁殖技术才逐渐成
熟，事业也有了起色。

有了技术，有了泥鳅，2013年，他又遇
到了一个重大挑战： 台湾泥鳅开始进入大
陆。一时间，市场上泥鳅供应量迅猛增长，
价格猛跌。

此时，卞国民只好再次调整方向。他借
了200多万元， 建起了一条泥鳅加工生产
线，生产的“泥鳅复合片”在市场上广受好
评。

随着泥鳅养殖加工规模越做越大，卞
国民敏锐地发现， 从泥鳅粘液里提取一种
精华液， 具有美容的功能。1公斤泥鳅提取
的粘液，可制作240克左右的精华液，做成
高档面膜等化妆品。1公斤泥鳅的价值，一
下提高到了650元。

卞国民将粘液制作成的美容面膜放在
网上销售，受到消费者青睐。网上商城卖面
膜带来的流量，还带动了周边产品的销售，
商城年销售额达6000多万元。卞国民也被
乡亲们亲切地称为“泥鳅哥”。

现在，“泥鳅哥” 又把精力投入到了扶
贫事业中。 随着养殖技术成熟和市场不断
壮大， 卞国民免费给村民特别是贫困户提
供种苗，进行技术培训，帮助乡亲们发家致
富。目前，卞国民一共带动周围200多户村
民养殖泥鳅，产业规模突破1亿元，带动贫
困户户均年增收4000多元。卞国民先后获
得永州市“创业之星”、第十届全国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谈经论市

年轻人创业，不妨抱团发展

卞国民：“泥鳅哥”的大买卖

大陆盾构机首次进入台湾市场
铁建重工4台盾构机将参与台北捷运万大线建设，打破日企30多年市场垄断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记者 胡信松 胡宇
芬 通讯员 阙锋）12月1日， 由长沙矿冶研究
院主责的首次国际海底区域调查航次圆满完
成。 执行大洋科学考察任务（中国大洋47航
次）的“向阳红06”船从东太平洋返航抵达青
岛， 顺利完成了中国五矿国际海底合同区首
个海上调查航次调查任务。 这是2016年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
发法》（简称《深海法》）实施以来，首次由我国
企业为主体实施完成的国际海底资源调查航
次。

根据《深海法》要求，本航次编入我国大
洋调查航次序列，命名为中国大洋47航次，是
我国“蛟龙探海”工程深海资源勘查部分的重
要内容。 本航次以中国五矿长沙矿冶研究院
为责任主体、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为
实施主体，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和广州海洋
地质调查局为合作单位， 将国家目标与企业
目标充分融合， 是我国以国有大型企业与国
家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海洋调查的新探索，提
升了企业海洋矿产资源开发能力和影响力。

本航次作业区域跨度大、海况复杂、作业

时间长，通过95天的海上调查，成果丰硕，首
次获取了合同区6个区块（占总合同区面积
74%） 的全覆盖地形地貌等地球物理数据资
料， 通过地质取样验证了西端A5区块的多金
属结核资源分布特征， 为后续勘探开发奠定
了重要基础。 本航次还获取了6个区块气象、
水文特征和生物环境特征， 为区内环境基线
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料。 开展的大跨度
全航程横跨太平洋海域海洋大气和海水微塑
料分布调查， 为掌握全球海洋塑料污染状况
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

我国企业首次国际海底区域调查航次凯旋
长沙矿冶研究院作为责任主体，取得丰硕成果

湖南最大工业展会开幕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金慧）操

纵灵敏的机器人、体型庞大的掘进
机……今天上午，2017长沙国际智
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博览会在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联合同期举办
的2017第四届中国（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暨配套件博览会，湖南目前
最大工业展会开幕。

这届展会由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省经信委、长沙
市政府主办，分为智能装备、智能
技术与服务、智能产品、智能制造
项目及新模式应用示范、智能工程
机械及轨道交通、 矿山机械等展
区，有600余家企业参加，包括53家
国际国内大型知名企业。

展会期间，将举办一场高峰论
坛、3大主题论坛以及10大平行分
论坛。 国内外专业学者聚集一堂，
共同探讨智能制造发展新方向、新
模式、新路径，深化智能制造领域
国际国内合作，搭建产学研用紧密
结合高端平台。 12月4日， 观众在参观装备博览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记者 李传新）省食
药监局近日公布了近期组织监督抽检茶叶、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粮食加工品、 蔬菜制
品、水果制品、饮料等18大类903批次食品的
抽检情况，此次抽样检验项目合格食品863批
次，不合格食品40批次。

据了解，此次抽检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的40批次食品涉及的被抽
样单位、标称生产企业、产品、检验项目包括：
茶叶及茶制品有安化连心岭茶业有限公司生
产的典藏黑砖、 湖南安化源羲黑茶有限公司
生产的黄羊千两茶均检出铅（以Pb计）项目不
符合标准要求； 炒货食品有益阳市星宇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葵花子检出霉菌项目不符合
标准要求， 江永县杨金龙加工厂生产的胖哥
花生和傻大嘴花生均检出二氧化硫残留量项
目不符合标准要求； 粮食加工品有永州市泰
丰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泰丰四季香米检出黄
曲霉毒素B1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 水果制品
有湖南旺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宁夏枸杞和
钻芯红莲均检出霉菌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
饮料有株洲龙翔泉有限公司生产的龙翔山包
装饮用水检出铜绿假单胞菌项目不符合标准
要求， 湖南南山矿泉水有限公司生产的岳阳
楼记天然矿泉水检出溴酸盐项目不符合标准
要求， 株洲天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甜

心山泉、 空灵泉包装饮用水和空灵泉山泉水
均检出溴酸盐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等。

对上述抽检中发现不合格食品的生产经
营单位， 省食药监局要求当地食药监管部门
按照相关规定， 责令生产经营企业及时采取
停止销售、 召回
不合格食品等措
施， 彻查问题原
因，全面整改，对
相关企业依法进
行调查处理 ，并
于12月25日前向
社会公布。

抽检903批次食品，40批次不合格
省食药监局通报问题食品与生产经营单位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袁路华）12月3日， 长沙高新区与安仁县就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签
约。双方同意交易指标总规模约1197亩，其
中水田820亩、 旱地307亩、 其他农用地70
亩， 总费用约4.4亿元。 此次签约的第一期
预支指标为137亩，费用约5002万元。这批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将用于长沙高新区新能
源产业、健康产业、创新孵化基地及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

据悉，土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异地流转，
是借力土地政策助推脱贫攻坚的有效举措。
此次签约是按照省国土资源厅对安仁县增减
挂钩有关工作方案的批复， 通过指标流转交

易，既可拓展长沙地区建设用地空间，缓解重
点项目占用耕地落实占补平衡难题， 又可增
加安仁县财力和农民收入。

长沙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周庆年表示，长
沙高新区还将在产业转移、劳务合作、对口支
持等多个方面，与安仁县开展合作与协作，实
现双方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成果。

长沙高新区与安仁签约流转用地指标
交易总规模约1197亩，总费用约4.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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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雷
鸿涛 通讯员 李钢）12月3日， 在怀
化市洪江区桂花园乡茅头园村柑橘
种植大户向松妹的仓库里， 一筐筐
金灿灿的冰糖橙正在等待打包发快
递。“我的冰糖橙今年走电商渠道销
得俏。”向松妹乐呵呵地说，她现在
既是果农，又是电商。

在茅头园村， 过去果农需要等
商贩来收购冰糖橙， 行情不好时会
遇到滞销。今年，村支两委和驻村扶
贫工作队认为， 搭上“互联网+”快

车，大力发展电商微商销售，是个解
决问题的好法子。一方面，该村与邮
政快递等快递企业签订了合作协
议， 每天都有快递车辆来装运冰糖
橙。另一方面，洪江区商务和粮食局
电商服务中心在14个行政村建立了
村级电商服务站， 专门对农村个体
户、农户和商家进行“点对点、一对
一”的电商培训。

搭上“互联网+”快车，受益的是
果农。“走电商销售的路子， 销售得
更好，价格更高。”尝鲜做电商的向

松妹算了一笔账， 她今年比去年多
赚了上万元。

嗅到了“互联网+”在农村的商
机， 该村80后的向捷做起了专职电
商。今年从冰糖橙采摘以来，向捷已
销售冰糖橙25000公斤 ， 纯收入
23000元。

茅头园村村主任杨海江说，和
向松妹一样， 村里的果农现在乐于
做电商， 村里每天的冰糖橙出货量
都在2500公斤以上， 茅头园村的特
色农产品走出了大山。

洪江区：村里果农尝鲜“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