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4日，宜章县笆篱乡车田工业园，谢运良（右二）在车间对工人进行技术指导。 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李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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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残疾人不仅拿工资，还可当股东
这家企业员工近六成是残疾人，他们的老板会手语还爱当“红娘”

姓名：谢运良
职务：省人大代表，宜章县吉兴纸业公司、湖南

百捷利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荣誉：全国就业创业优秀个人、湖南省助残先

进个人、湖南慈善奖获得者

·共走小康路

正宗新疆原产地哈密瓜，密作精品贡瓜火热预售
还有香甜扑鼻、甘甜入心的伊犁 61 团树上干杏，一件只要 108 元

湖南日报绿色生活平台让您甜“密”一夏、“杏”福一夏
7 月份以来，长沙的温度可谓是高烧不退，一盒清甜

可口的水果成为了每天消暑降温的必备“神器”。 密作哈
密瓜的口感富有层次，外脆里糯，离果芯越近口感越甘甜
醇厚；伊犁 61 团树上干杏圆润如玉、小而饱满、肉实、黄
如金、滑如脂、肉质甘甜如怡。 甜蜜的瓜、甘甜的杏，好吃
尽在湖南日报绿色生活平台。

甜“密”的问候

密作贡瓜的生产要求极其严
格， 瓜农弯 60 次腰才出一个密作
贡 瓜 ； 一 亩 地 平 均 能 产 出
900-1000 个哈密瓜， 而能精选成
为密作贡瓜的只有 100-200 个。
瓜田沙质碱性、土壤滋润，天山雪

融水、天然矿物质水的浇灌再加上
一脉相承精湛的种植技艺与层层
筛选，保证了每一个密作贡瓜的口
感与品质。

“杏”福的时光
来自伊犁 61 团的树上干杏利

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放肆生

长。 当地因天气干燥，阳光日照长，
杏树靠天然雪水与雨水生长， 自花
及果，无任何人工施肥与劳作，完全
自然原生状态。 伊犁 61 团树上干
杏闻上去，自然果香散发出来。再咬
上一口，肉厚汁多全是满足感，被称
之为“西域圣果”。

◎温馨提示
由于新疆路途遥远，伊犁 61 团的树上干杏和密作贡瓜为

预售产品。 伊犁 61 团的树上干杏预定时间：7 月 11 日—7 月
22 日，7 月 25 日到货；密作贡瓜预定时间：7 月 11 日—7 月 22
日，7 月 25 日从新疆发货，到货时间大约 8 月 2 日。 好东西值
得等待。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湖南日报绿色生活微信公众号即可
支付，送货上门。 咨询电话：0731-84326255。

品名：伊犁 61 团的树上干杏
规格：每件约 4斤（120个） 价格：108元 /件

品名：密作精品贡瓜
规格：小件（约 5-6kg） 大件（约 10-12kg）
价格：小件 79.9元 大件 118元

■记者李国平见习记者和婷婷

“残疾人找不到工作？ 那是
因为没碰到郴州的谢运良！只
要您基本生活能自理、愿意自食
其力；有一颗向上的心；愿意来
郴州宜章县‘吉兴纸业’工作；谢
运良都非常欢迎，待遇和普通员
工一样！”在郴州残疾人群体中，
这条网帖有很高的知名度。

帖子里说的主人公就是宜
章县吉兴纸业公司、 湖南百捷
利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省人
大代表———谢运良。 他名下的
“吉兴纸业” 有130多名厂区员
工，其中残疾人达到70多人，比
例超过56%，是全省残疾人员工
比例最高的企业。

吉兴纸业不仅残疾员工比例
高， 而且大部分残疾人还是公司
股东。 仅今年上半年公司22个残
疾人股东享受分红就达3.7万元。

一家本不算大的企业如何
吸纳这么多残疾人就业呢？谢
运良是如何做的？7月上旬，带
着一系列的疑问， 记者来到了
宜章县一探究竟。

会手语的老板：
“请”残疾人来上班

吉兴纸业公司坐落在郴州
市宜章县笆篱乡车田工业区，
公司规模并不大， 周围是荒山
和农田，厂门也不怎么显眼。记
者进入厂区接触的第一个公司
员工是门卫陈新亮： 一个双手
截肢的瘦小男子， 他用半截的
双肢夹起一支笔熟练地登记来
访客人的信息。

陈新亮是宜章县白沙乡湖
洋尾村人， 今年39岁，6岁时因
高压电烧伤双手截肢成了残疾
人，一直在家待业，2009年被谢

运良“请”到吉兴纸业公司工作。
记者看到，厂区内没有豪华办公
楼，但在忙碌的车间内随时可碰
到各种各样的残疾工人： 瘸腿
的、缺手的、聋哑的……这些被
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残疾人在各
自的岗位上认真工作。他们其中
有很大部分跟陈新亮一样是被
谢运良“请”来上班的。

吉兴纸业公司办公室主任
陈燕告诉记者，每年他们都会去
各个村里走访，邀请残疾人过来
上班。“残疾人因为身体缺陷，也
极其敏感，不会出来找工作。”

“这里不仅强调同工同酬，在
福利方面还特别照顾我们。 说老
实话，在这里，我们残疾人的待遇
要比正常人好太多。”陈新亮说。

陈燕告诉记者，谢运良在公
司人事方面有特殊规定：想来上
班的残疾人可以不经过试用考
核， 上一天班就有一天班的工
资。做得不满意要辞职，公司还
额外多发一个月工资。 此外，还
给残疾人员工额外买保险。

在谢运良的公司，员工都知
道他们的老板有个特长———用
手语交流。谢运良说，学手语也
是工作需要。因为工厂里过半工
友都是残疾人，而且聋哑人比较
多，谢运良也没什么架子，与他
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手语就
越打越利索了。

“红娘”老板：
撮合了14对残疾员工

谢运良的公司对残疾工人
的关爱是多方面的，小到宿舍床
位的安排，大到残疾员工的婚姻
大事。

2009年进厂后， 在谢运良
的介绍下，陈新亮与同是残疾人
的胡本艳相爱结婚，现有一个3

岁的小孩。“老板不仅是我们的
恩人，还是我们的媒人。我们夫
妻两个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
一家三口除了生活开支，每年还
可攒下几万元。”陈新亮说。

残疾人找对象是个大难题。
为此， 谢运良每年特意从特殊学
校招一些未婚女青年， 让大家在
一个厂子里互相学习、互相了解、
互相帮助， 最后找到自己的感情
归宿。迄今为止，谢运良的公司有
14对残疾人员工喜结连理。

“在这里，我们有工作，有收
入，还讨了老婆成了家，看到很多
正常人都找不到工作，我感觉比有
些正常人还强。”员工谢建友说。

“扶贫老板”：
让残疾人股东享受分红

“我现在不仅能拿工资，还
能分红利！日子越过越好，越来
越有奔头！” 陈新亮激动地跟记
者说。“去年底，我将5万元的扶
贫贷款投资吉兴纸业，半年分到
了2500元红利呢！”

在办公室，谢运良搬出满满
一纸箱资料。“这是宜章县240户
贫困户与公司签订的《金融扶贫
结对投资协议书》。” 谢运良说，
“这一箱子协议书是我帮助全县

残疾人脱贫致富立下的军令状。”
宜章县是国家罗霄山片区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重点县， 全县
贫困人口2.8万多户，7.5万人，其中
残疾人贫困户3700多户。 如何让
这个群体脱贫一直是宜章县委书
记、县长王建球的一块最大心病。

2015年6月，宜章县创新金
融扶贫方式，让贫困户以每户1
万-5万元的小额信贷入股优质
企业，优先安排就业，同时享受
企业稳定分红。 政府对贷款贴
息，保证每年获得投资总额10%
的红利，每季度发放一次。

王建球说，“残疾贫困户一
般文化水平低， 无资金无技术，
自己创业十分艰难，采取股权分
红、安排就业的方式扶贫，既帮
助企业解决发展的资金瓶颈，保
障扶贫资金有效，又可探索出一
条切实有效的扶贫路子。”

谢运良的吉兴纸业公司和湖
南百捷利印刷有限公司等宜章县
部分企业承担了这样的任务。“我
们以公司固定资产作为抵押，与
宜章县农商银行达成了精准扶
贫合作协议，公司以‘银行+公司
+贫困户’的模式，三年内分四期
完成帮扶任务。 仅今年上半年，
公司的22个残疾人股东享受分
红就达3.7万元。”谢运良说。

人物
简介

谢运良在自己的工作日记
中这样写道：“给残疾人一次工
作机会， 不是给他们一份施舍，
而是还他们一个公平———他们
与健康人一样拥有劳动发展的
权利。”

目前，谢运良的两家公司第
一、二期帮扶对象242户，其中86
户为残疾人， 扶贫贷款400万元
已经投资到企业。 第三批400户
全部为残疾人，正与公司办理结
对协议。

由于谢运良多年来坚持以
爱心办企业，他也获得了很多的
荣誉：“全国就业创业优秀个
人”、“湖南省助残先进个人”、
“湖南慈善奖”……

“如何对待残疾人是一个社
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上帝给
他们关上了一扇门， 我们应该给
他们开一扇窗，” 谢运良说，“在我
们企业里，在包括残疾人自己的全
体员工眼中， 他们都不是残疾人，
而是一起创造价值的劳动者。”

“我不是在施舍，
只是还给他们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