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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篇：从经济、伦理和慈善的

多维视角， 全面深刻地理解社会责

任，将社会责任理念灌输到生产、经

营、管理、服务的各个环节，持续提

升湖南中烟在品牌、管理、科技、制

造、团队五个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努

力打造世界级烟草制造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理念是实

践的升华。 没有理念的企业就像迷

途的羔羊， 在市场经济的崇山峻岭

中踯躅徘徊，不知路在何方。

公元前

2100

多年前，古埃及法

老在尼罗河畔建起一座座金字塔，

最大的胡夫金字塔重约

575

万吨。

金字塔，成了古埃及王权与梦想、财

富与坚稳的象征， 成了全球游客向

往的旅游圣地。

在经济学领域， 企业社会责任

金字塔理论同样引人注目。

1979

年 ， 美国佐治亚大学教

授、 经济学家卡罗尔提出了企业社

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卡罗尔认为，企

业社会责任经历四个层次， 从经济

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到慈善责

任， 形成一个从下往上的金字塔结

构。金字塔底层是经济责任，做大企

业， 增强实力， 这是企业的基本责

任；第二层是法律责任：遵守国家法

纪、严守行业规则；第三层是伦理责

任：避免损害相关者的利益，包括顾

客、员工和企业的关联者；最高一层

是慈善责任：担当优秀企业公民，行

善济世，回报社会。

在中国烟草行业， 湖南中烟人

敢为人先、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用

雄厚的经济实力、 敢于担当的社会

形象，“传递爱心、成就你我”的慈善

情怀， 再造了一座具有浓郁湖湘特

色的社会责任金字塔。

20

多年来，我省烟草工业从小

到大，由弱变强，从关停小烟厂到长

沙、常德两大巨头强强联合，从融合

品牌到做大品牌， 从跨省品牌输出

到以品牌为支撑、 以资产为纽带的

跨省联合重组， 每一步都走在全国

烟草行业前列。他们将“国家利益至

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奉为

圭皋，他们将“敢为人先，勇于担当”

的湖湘精神融入血脉，他们将“绿色

烟草、清洁生产、降焦减害”落实到

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 他们以人

为本，强调人文关怀，追求员工的全

面发展，让员工与企业同进步。他们

扶危济困， 回报社会， 用 “芙蓉学

子”，用赈灾捐助，用一次次无声的

慈善行动， 谱写一曲曲荡气回肠的

大爱之歌。

单个的数字只是约定俗成的符

号，但在经济领域，一串串数字却是

刻在记忆碑上的证明。 它记载了时

代的温度，跳跃着生命的律动！

2007

年， 湖南中烟与长沙、常

德烟厂强强重组的第一年 ，“

1+1＞

2

”的整合效应引起全国关注：全年

生产卷烟

317.45

万箱 ， 同比增长

5%

，实现税利

279.19

亿元 ，同比增

长

28.8%

，“白沙”、“芙蓉王”品牌商

业销售均超过

200

亿元。

2008

年，湖南中烟人跨越冰灾

和地震的重重坎坷， 继续推进品牌

融合、继续推进跨省重组，继续推进

机制创新，经营业绩再创新高：卷烟

生产有望突破

340

万大箱， 实现税

利有望突破

330

亿元。 “芙蓉王”和

“白沙”品牌再一次彰显强大的市场

张力！

2008

年

6

月

2

日， 第五届世界

品牌大会在北京发布中国最具价值

品牌榜：“芙蓉王”和“白沙”以价值

238.56

亿元和

202.62

亿元的骄人成

绩， 位列中国品牌

50

强的第

30

位

和

39

位。 与

2007

年相比，品牌排名

分别前移

13

位和

8

位。 “芙蓉王”和

“白沙”当之无愧地成为湖南本土品

牌的领跑者。

2008

年

7

月， 国家烟草专卖局

公布全国卷烟骨干品牌评价榜，“芙

蓉王”和 “白沙 ”分列排行榜的第

3

名和第

5

名。

再造“金字塔”

这是一个创造财富神话的时代。 改革开放催生出神州大地波澜壮阔的

创富大潮：一家家市值上千亿元的上市公司横空出世，一个个估值数百亿元

的品牌神话精彩演绎……

这是一个从喧嚣浮躁逐渐归于理性和谐的时代：苏丹红、吊白块、三聚

氰胺……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故在拷问企业家的良知：我们在追求利润时，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不平凡的

2008

年即将过去，全球经济正在遭受金融风暴的阵痛。 在这

快乐与悲伤交织、激情与冰冻碰撞、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世纪之年，湖南中烟

人用自己的卓越表现和独特视角，诠释了社会责任的雄浑乐章。

———湖南中烟对社会责任的诠释

特约撰稿 唐儒轸 邹智云 王珊

(

下 转

A2

版

)

本报

12

月

30

日讯（记者 孙敏坚

易博文 ）今天晚上 ，省委书记 、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省委副书记、

省长周强在长沙会见了中国农业银

行行长项俊波、副行长杨琨一行。

张春贤感谢中国农业银行对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 “三农” 工

作给予的大力支持。 他说， 湖南历

来高度重视 “三农” 工作， 农业基

础地位不断得到加强， 农业现代化

步伐加快。 明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 湖南

将认真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 进

一步加大对 “三农 ” 的投入力度 ，

集中抓一批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在内

的重大项目建设。 此次中国农业银

行与湖南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既

是双方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

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扩大内需、 促进

经济增长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也

是中国农业银行积极服务 “三农”、

支持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提升

战略合作水平。

项俊波说，湖南近年来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保持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势

头，尤其是今年克服了多重困难和挑

战，经济运行和社会事业发展继续保

持良好态势，这为双方加强合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中国农业银行将秉持

“面向三农”的服务宗旨，一如既往为

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省委常委、副省长徐宪平陪同会

见。

长株潭通信一体化正式启动

明起取消三市固定电话用户间通信长途收费和移动电话用户间通信长途费漫游费

张春贤启动一体化程序 周强发表讲话

京港澳复线衡武段、岳潭段及怀通等3条高速同日开工

我省一年开工建设18条高速公路

张春贤周强等领导宣布开工

中国农业银行与湖南省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张目摄

12

月

30

日上午，京港澳高速公路复线岳阳至湘潭段开工动员大会在湘潭县举行。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张春贤周强会见项俊波

本报

12

月

30

日讯（记者 欧金玉）

截至

12

月

30

日， 全省

2009

年度《人民

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

报》、《湖南日报》、《新湘评论》等主要

党报党刊发行任务超额完成，

14

个

市州全面超额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

务。

省委宣传部、 省邮政管理局希

望各地各单位在新的一年里更加重

视宣传思想工作， 进一步支持党报

党刊搞好宣传发行， 为巩固党的宣

传舆论阵地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明年再创100个“巾帼示范村”

梅克保出席省

妇联会议并讲话

携手推进富民强省和“两型社会”建设

省政府与中国农业银行

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张春贤出席 周强讲话

周强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专题研究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全省2009年度主要党报

党刊发行任务超额完成

本报

12

月

30

日讯 （记者 蒋吕文

张茧 唐婷） 今天上午， 随着省委书

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轻轻

揿动按钮启动程序， 备受关注的长

株潭通信一体化正式启动 。 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 长株潭三市在全国首

开先河， 相互通信将突破行政区域

限制， 实行三市通信同费。 此举标

志着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 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迈出了实质

性步伐。 省委副书记、 省长周强发

表讲话，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于

来山主持启动仪式。

长株潭通信一体化将分两步实

施。第一步是降低资费，实现同费。从

2009

年元旦开始，取消三市固定电话

用户之间通信的长途收费，改为按电

信本地网的区间通话标准收费；取消

长株潭地区移动电话用户之间通信

的长途费、漫游费。第二步是使长株

潭形成统一的大本地网，采用统一区

号，固定通信网号码升

8

位，三地之间

的通信为本地通信。

周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长株潭

通信一体化正式启动表示热烈祝贺。

他指出，长株潭通信一体化是长株潭

城市群试验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基础工程，是推进试验区建设的重

大标志和新的起点。 依托通信一体

化， 有利于加强三市之间的经济联

系，促进三市信息、资金、人力等生产

要素的优化配置，加快三市经济融合

的步伐， 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聚

集湖南；有利于建设全省乃至全国通

信发展的先导区，率先建设下一代宽

带、移动通信网，率先开发应用通信

信息新技术，率先在全省实现农村通

信信息网络全覆盖，依托现代信息技

术，促进“两型产业”发展，建设移动

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电子商务，为全

国“两型社会”建设积累经验。

（下转

A5

版

①

）

相关报道见

C1

版〉〉〉

本报

12

月

30

日讯（记者 徐蓉 易

博文 通讯员 易红） 今天，省政府与

中国农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中国农业银行将加大力度，支持湖南

“两型社会”建设，推进服务“三农”工

作， 助推湖南加快富民强省的步伐。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

贤，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中国农业

银行党委书记、行长项俊波出席签字

仪式。

周强在签字仪式上说，在新年即

将来临之际，我省喜事连连，一大批

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与国内金融

巨头的战略合作关系不断推进。多年

来，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业

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直得到农业银行

的大力支持，为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天，我省又与中

国农业银行成功签订战略合作备忘

录，标志着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进入

到新的阶段，提升到新的层次，是双

方互信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 他说，

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是双方共同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的重

要举措。明年，我省将坚持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突出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强

基础”， 着力实施一大批重大基础设

施、基础产业和民生工程项目，着眼

促进农业发展、 农村繁荣和农民增

收， 启动实施一批农村基础设施项

目， 需要农业银行继续给予大力支

持。

（下转

A6

版

①

）

本报

12

月

30

日讯（记者 徐蓉）今

天下午，省长周强主持召开省政府常

务会议，专题研究加快推进我省重大

项目建设。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 ， 面对历

史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 全球金融

危机、 国内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

等多重影响， 省委、 省政府沉着应

对， 前瞻谋划， 突出重点， 紧紧围

绕 “一化三基” 战略， 坚持把重大

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

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 取

得显著成效， 有力地支撑了全省经

济平稳较快增长。 预计今年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580

亿元 ， 增长

30%

，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60%

。

截至目前， 全省新开发储备的前期

项目已达

341

个， 总投资

14899

亿元；

64

个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取得突破性

进展， 及时推进了一批以基础设施、

基础产业、 民生工程为重点的重大

项目开工； 年初确定的

172

个重点工

程快速推进。 这些成绩的取得， 得

益于党中央 、 国务院的亲切关怀 ，

得益于中央各部委及中央在湘单位

的大力支持， 得益于全省干部群众

的团结奋斗， 得益于各部门齐抓共

管、 形成合力。

（下转

A5

版

③

）

本报

12

月

30

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尹素云）今天上午召开的省妇联

十届六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明年

将以加强基础工作为重点， 在全省再

创

100

个“巾帼示范村”，建立

10

个妇女

创业培训基地， 创建

20

个妇女创业就

业示范点，为富民强省作出新贡献。省

委副书记梅克保出席会议并讲话。

2008

年，全省各级妇联组织在学

习教育、文明创建、创业就业、扶贫帮

困、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加强自

身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全省涌

现出县级以上 “五好文明家庭”

5.3

万

多个，创建“巾帼示范村”

800

余个，开

展妇女创业培训

15

万人次，实施扶贫

开发项目

120

个， 争取境内外慈善资

金

1000

多万元 ，

37028

名妇女儿童获

得法律援助，近万名零就业家庭的妇

女实现再就业。

梅克保强调，在

2009

年新的一年

里，各级妇联组织要坚持用科学的理

论武装头脑，引导广大妇女进一步增

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

性和坚定性； （下转

A6

版

②

）

本报

12

月

30

日讯

(

记者 陶海音

徐蓉 李伟锋 蒙志军

)

狮龙狂舞，礼

花怒绽，彩旗猎猎，笑语欢歌。

2008

年

12

月

30

日，是一个必将载入湖南交通

建设史册的日子：我省又有总投资达

448.7

亿元的京港澳复线衡武段 、岳

潭段及怀通高速等

3

条高速公路同日

开工。至此，湖南年内计划开工的

18

条高速全部动工建设， 标志着省委、

省政府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春贤，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省政协

副主席阳宝华等分别宣布以上

3

条高

速公路开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于来山，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泰

波，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力峰，省

政协副主席龙国键等参加了开工动

员大会。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春贤在衡阳大声宣布：京

港澳复线湖南衡阳至临武段开工！衡

武高速是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复线

湖南境内的一段，北接在建的湘潭至

衡阳西线高速公路，南连宜章至广东

连州高速公路， 是湖南省乃至我国

中、西部地区通往广东及港澳地区又

一条南北向的重要运输通道。衡武高

速全长

202.7

公里， 沿线经过衡阳市

衡南县、常宁市，郴州市桂阳县、嘉禾

县、临武县、宜章县以及永州市的新

田县等三市七县。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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