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9日举行的座谈会上，湖南省
人社厅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就业情
况。目前湖南省就业局势整体稳定，
前两个月， 全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1.68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6.7%； 失业人员再就业4.34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4.5%；就业困
难人员再就业1.79万人，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17.9%。重点群体就业稳
定，截至今年1月底，全省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总规模1463.92万人，相
比去年同期增长1.12%；高校毕业生
就业方面，截至去年底，已经全面完
成2016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
进计划的所有任务。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左雄 黄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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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副省长谢建辉前往长沙、株
洲、湘潭，调研三地就业创业工作。

谢建辉一行先后走访湘潭九华
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湘潭国家高新
区等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查看平台建
设、创业服务、入驻企业发展情况；
深入社区了解零就业家庭人员就业
援助情况； 考察长沙理工大学创新
创业大楼询问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
情况。随后，谢建辉召集长株潭三市
有关部门负责人、高校、企业代表进
行座谈。

谢建辉充分肯定了长株潭及全
省的就业创业工作。她指出，今年我
省就业创业形势稳定，开局良好，创
业主体积极性高，政府服务较好，公
共就业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就业创
业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下一步，要围
绕发展大局，适应社会需求，尊重就
业规律，抓发展扩大就业、抓政策保
障就业、抓创新促进就业、抓服务提
升就业、抓培训提高就业；要强化公
共就业服务，切实保障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贫困地
区失业人员、 复员和转业军人等重
点群体就业。

我省不断推进公共就业服务，切实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在这里，我真正有了‘家’的感觉”

3月9日，副省长谢建辉在湘潭高新区实地考察返乡农民工创业企业。 通讯员 刘玮 摄

故事

湘潭市高新区亿度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大学生自
主创办的企业，企业负责人是位
80后。该公司入驻湖南（湘潭）大
学生科技园仅三年时间，已有三
百多家客户，被北京新网授权为
“核心代理商”，先后为几十名大
学生提供了实习和就业岗位。

聂开榜今年35岁，出生在贵
州毕节一个贫困家庭，靠贷款上
了大学。在湖南工程学院计算机
系求学期间，当同学们还在打电
话向父母要生活费时，他已经在
做家教、派传单、送牛奶、承包教
室卫生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毕
业后，聂开榜应聘到当地一家网
络公司从事营销。 工作之初，他
一讲话就脸红，加上浓厚的贵州
口音，经常有人嘲笑他。但他并
没有因此自卑，而是花比别人多
几倍的努力来工作，同事每天打
30个电话，他打60个。并每天出
去拜访客户。因为突出的业绩被
提升为业务经理。然而，由于管
理问题，公司倒闭，聂开榜失业。
他没怨天尤人，而是决定和朋友
们一起创办网络公司。

公司创办之初，他不仅是业
务员、技术员，还是决策者。白天
跑业务， 晚上加班加点编程序、
制方案，但苦于没有好的“娘家”
引导和人脉资源， 效果不理想。
此时，创业服务中心主动将企业
引入大学生科技创业园发展。

创业服务中心为其提供了
免费的湖南省企业信息化培训、
SYB创业培训；推荐其为“湘潭
市首届‘青年创业奖’候选人”，
2013年5月由市长亲自接见面
谈， 获得由湘潭市政府颁发的
“优秀创业者”奖章；给予创业场
所补贴、开办费补贴、财务代理
服务等优惠扶持政策；帮助他向
湖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申
请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
资金，同时帮助企业申请了注册
商标、申请专利；还邀请报刊、媒
体为企业做免费宣传。在高新区
的帮扶下，这位大学生创业者笑
了，由衷表示“在这里，我才真正
有了‘家’的感觉。”

如今，公司的网络营销业务
已辐射全国，用户超过两万。

【大学生创业】
贵州小伙湘潭编织网络梦

表情微调，华服裹身，经程
序自动换颜换装， 一位现代女
孩瞬间变成了端庄古典形象。
“服装套系算法以及色彩还原

算法还要做细微调整。”提出修
改意见的宋杰琛今年33岁，是
一名“海归”博士，他与团队设
计研发的“一键拍古装”App预

【“海归”创业】
留德博士回国创业“玩图”

从打工仔到公司主管，52岁的
郭志军经过30年打拼终于在深圳站
稳脚跟后又回到家乡湘潭带领乡亲
创业。记者看到，郭志军和他的团队
正用自己的新创造汇聚起星火燎原
般的发展生机。

4年前，郭志军在湘潭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高新分局登记注册成立公
司， 并将地址选择在高新区双拥路9
号孵化基地6号厂房，主要经营湿巾、
卫生湿巾的生产；纸巾、日用卫生产
品、婴儿纸尿裤的研发、销售。

很久以前， 郭志军是湘潭高新
区双马镇新华村村民，1983年高中
毕业后踏入社会， 随着南下打工大
潮，到广东深圳打工谋生。

“当过学徒，卖过早点，做过
泥工， 跑过运输， 还做过建材产
品。”郭志军说，直到2005年进入
深圳一家纸巾厂打工， 工作8年期
间，他从一名仓库保管员逐渐成长
为车间主管，积累了一定的技术与
资金。

2013年，在湘潭市“引老乡、回
家乡、建故乡”的活动号召下，郭志
军决定回湘潭创业， 在高新区火炬
园创办了湖南冰纯式纸业有限公
司， 租用了高新区火炬园的创新孵
化厂房，总共投资了500万元，招聘
了20多名员工，“他们都是当地的失
地农民， 我就单纯地想让他们既能
赚钱又能顾家。”

现在，郭志军的公司有5条全自
动湿巾生产线， 每年生产湿巾数十
万件，产品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销
往全国各地： 一方面在北京南宁的
世纪华联、 湖南湖北的大润发等大
型卖场均有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委
托长沙一家网络推广公司进行网上
推广销售， 每个月网上营业额平均
在六万元左右。 去年公司总产值达
到了800万元， 今年有望突破1000
万元。

【返乡创业】
48岁辞工返乡
带领乡亲们创业

计3月底上线。
宋杰琛对设计的追求

近乎痴迷，他主攻交互设计
与工业设计， 同时涉足摄
影、服装设计、平面设计等。
留学德国6年， 宋杰琛参加
多次设计展、设计大赛均有
获奖。大学时期，宋杰琛就
立志利用已有知识服务社
会， 博士毕业后他拒绝了
德国多家公司的邀请，选
择回国创业。 在长沙微软
云孵化器， 他的梦想正悄
悄绽放 。“中国的互联网
市场发展迅速， 我希望通
过设计人工智能软件处理
具体问题， 给生活带来肉
眼看得到的改变。”

2016年2月， 宋杰琛和
志同道合的伙伴踏着淘宝
打假的热潮，开启了创业首
秀。他们希望研发一款人工
智能手机App，通过对比所
拍商品照片和正品的微观
物理特征辨别真伪，这项技
术相比于传统的防伪码和
防伪油墨验证法更省时省
力。伴随着深入开发，团队
研发的多项独特工艺注册
了专利。当他们深入厂家宣
传时，虽然过硬的技术得到
了认可，但最终决定使用该
软件的厂家几乎没有。

宋杰琛说，第一次的创
业经历验证了一句话，“一
般的创业者， 想象的东西
并不被市场所接受 。”现
在， 他彻底理解了创业需
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再次创业时， 他已经懂得
了要全面分析市场的规模、

创业的时机、用户对产品的
使用频率、产品给客户带来
的价值等。

2016年7月， 俄罗斯的
Prisma�App引起轰动，它
的人工智能可以将照片变
成世界著名绘画大师的艺
术风格。 搭上这股风靡之
势， 宋杰琛看到了创业契
机， 他发挥自身设计优势，
与团队成员明确分工，齐心
聚力研发具备类似功效的
“深黑”App，将照片秒变艺
术名画，让用户体验摄影+
绘画的感觉。“深黑App能
模仿中外各种艺术风格的
绘画。目前我们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多款绘画风格超越
俄罗斯的Prisma。” 宋杰琛
介绍。

“深黑”App上线后，独
特的图片处理风格吸引了
众多粉丝，一个月内用户激
增，而项目路演让很多企业
看到了他们的人工智能处
理图形的能力，纷纷上门寻
求进一步合作，但是之前失
败的创业经历让宋杰琛下
定了稳打稳扎的决心，在众
多企业客户中，他选择与影
楼合作，为国内各大影楼开
发高质量的人像自动美化
软件，于方寸之间将服务落
到实处。

“我们黑白上色技术，
很多的监控公司、 安防以
及医学图像领域的企业都
会需要。”宋杰琛说 ，他和
团队研发的这款软件能让
图像更易识别， 发现危险
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