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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踏着冰雪送慰问金，记录每一个可帮扶对象

让阳光洒进每个基层残疾人心中
春节前，湖南省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下称“基金会”）赴益阳
市黄茅洲镇、常德市军山铺镇和
岳阳市平江县流江村等地，开展
“集爱三湘·扶贫暖冬行动”，为
特困残疾人送上冬日温暖。三湘
都市报记者跟随“基金会”来到
了流江村。

过年·招聘

四大才市“春招”联手
20场招聘会提供10万岗位

记录每一个可帮扶对象

开展农村贫困残疾人
定向扶贫
李林姿今年94岁， 是一名
肢体残疾人。当“基金会”副理事
长周蓉将慰问金送到老人家手
中并询问其身体状况时，他开心
地拉着周蓉不停地说“好、 好、
好”。
于 洪 礼 表 示 ，“今 后 5 年 ，
‘基金会’ 将聚焦重点地区的建
档立卡贫困残疾人，集中爱心力
量， 针对农村贫困残疾人的需
求，开展定向、定点扶贫活动。我
们将通过深入了解残疾人需求，
精心打造‘集爱三湘’品牌，实施
一系列项目，不断扩大残疾人的
受益面，让阳光洒进每个基层残
疾人心中。”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刘彦彦

▲

2月8日，岳阳平江县流江村，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周蓉将慰
问金送给该村94岁残疾老人。
记者 丁鹏志 摄

▲

从岳阳市区到流江村须
驾车两个多小时，途经省道、县
道、乡道，最后 再进 入村 道 。由
于流江村地势原因， 虽然我省
今冬首场大雪已经过去一段时
间了， 但村里部分背山的道路
依然结着冰， 路旁仍然可见皑
皑白雪。
“流江村有残疾人68人，肢
体残疾占八成。其中重度残疾人
32个， 有31户是建档立卡户。”
岳阳市残联驻村扶贫干部、流江
村第一支书周宗文介绍，为了帮
助残疾人脱贫，村支两委除了推
荐残疾人就业外，为建档立卡残
疾人提供了产业帮扶，“村民山
多田少， 每家每户都有种竹，只
是没有形成规模。我们现在计划
将种竹形成产业化，同时还引进
中药材种植，带动村民增收。”
“这次将对残疾人进行怎样
的帮扶？”就此行目的，记者询问
了“基金会”理事长于洪礼。
“我们将给残疾人先去送慰
问金，因为道路有些结冰这次带
过来的米、 油和棉被等物资，会
让村干部帮忙送到每个人手
中。”于洪礼告诉记者，他们每到
一个地方都会询问残疾人的身
体状况和实际困难，并认真记下
“基金会” 现有项目可帮扶对象
的名单。“前几天在常德军山铺
镇， 有名14岁的女孩是一级残
疾， 自5岁患有脑瘫后生活无法
自理，一直卧床，家庭也十分贫
困， 我们计划将她纳入2018年
基金会相关项目中进行免费救
治。”

打造智慧医药工厂
催化制药新业态
2月11日， 记者来到了位
于宁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简
称“楚天科技”）车间。进入厂
区，记者立即被公司门口一排
排整齐的红色轿车吸引。据相
关负责人介绍，公司不仅对生
产现场管理严格，对厂区各方
面管理都要求规范，按要求公
司车辆需按颜色、车型分区域
统一摆放。

春节要加班赶订单
当天，恰逢公司春节前最
后一个工作日，机器轰鸣声不
停从车间传出来。记者来到冻
干车间的铆焊班组，工人们正
在忙着焊接一块块的钢板。
在一个已 基本 焊 接好 的
的冻干箱体旁边，工人刘建兵
正在检查箱体情况。“冻干箱
体焊接技术要求较高，焊接精
度高才能保证产品质量，像这
个大的箱体，一般要焊两三天
时间。” 刘建兵指着方形的配
件告诉记者，焊接好后，还要
切割一个小门，检验合格后才
能送到下一个车间做组装。
生产总监介绍，今年订单
火爆。根据生产安排，2月份还
有1.6亿元的订单需要完成，所
以即使春节假期，部分工人也
需要加班。

药剂分装装备打破垄断
来到TOP车间，楚天科技
李新华工作室主任李新华向
记者介绍了药剂高效分装成
套装备。
据他介绍，这套设备一分

钟能分装500瓶药剂。 在整个
过程中，都是智能化生产。“首
先要对玻璃瓶进行清洗，通过隧
道烘干消毒，这个过程中温度控
制非常重要。 其次在灌装药剂
时，通过在线称重保证药品灌装
精度，一旦出现不合格品，立即
筛选出来，同时设备会进行自我
调整，保证下批药品合格，能够
严格把控药品质量。”
李新华告诉记者，这套设备
最大的亮点也就在于， 它能够
严格把控质量的同时， 还能智
能调整相关参数， 及时发现问
题，同时解决问题，这样就免去
了人工排查所耗费的时间。
据他介绍， 今年1月8日，
楚天科技的药剂高效分装成
套装备及产业化项目，获得了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
在国 际技 术和 市 场竞 争
上，药剂高效分装装备是高技
术、高难度、高风险的高端装
备，技术门槛极高，核心技术
长期被国际巨头垄断。楚天科
技研发的这套装备就成功突
破了国际巨头的垄断，实现了
完全国产化。
中国 医药 行 业 的 智 能 制
造前景如何？ 楚天科技董事、
董秘、 副总裁周飞跃告诉 记
者，目前，国内在汽车、电子等
行业的智能制造方面已经走
在前列，但医药制造行业却相
对落后。据悉，目前，楚天正逐
步引入制药工艺专家，对接自
身的科研资源，未来，将会根
据客户要求，建立GMP专业化
工厂，以智能化为主要属性的
工业4.0，将颠覆医药行业现有
模式。
■记者 黄文成

春节过后好工作去哪儿
找？找工作又有了什么新玩法？
正月初八(2月23日)，由人才就
业社保信息报社 (中人社传媒)
主办， 湖南人才市场有限公司
等6家单位联合承办的大型公
益就业服务活动“百‘问’千企
请老乡留家乡” 即将正式拉开
帷幕。
届时，100位招聘顾问“忙
牵 线”，2000 余 家 知 名 企 业 跨
才市携手“揽人才”，20场专场
招聘会10万 余 岗位 同主 题 联
动集中招聘， 招聘会企业覆盖
房地产建筑、机械制造、教育、
金融、IT网络等行业，聚集了湘
电集团、远大住工、中粮集团、
楚天科技集团、 中国铁建重工
等一大批知名企业。此外，本次
活动还将开启春招大型求职视
频直播。
与此同时，“四大才市”湖
南人才市场、省展览馆、红星人
才市场、 大湘人力资源集团将
同步设立“职业咨询台”，由主
办方精准配置资深猎头、 招聘
顾问等担任择业导师， 一对一

提供对接与指导， 帮助求职者
更好地解答求职疑惑、 选择就
业方向。
“2018年是湖南‘产业项
目建设年’，也是大力实施‘芙
蓉人才行动计划’的第一年，本
次活动针对节后返乡过年、应
届毕业生、 跳槽大军和普通求
职者等四大重点就业群体，广
聚湖湘人才、 帮助湖湘人才回
家乡建家乡。” 活动主办方介
绍。
【提醒】
正月初八首场招聘会还将
特设“新春求职直通车”，在湖
南招聘市场、湖南人才市场、省
展览馆按需接送， 免费帮助求
职车更好地转场找工作。 发车
时间：9点30分、10点30分、11点
30分；线路一：湖南人才市场至
湖南招聘市场；线路二：湖南招
聘市场至省展览馆。
活动详情可登录活动官方
网 站 查 询 ：http://hd.hnmsw.
com/bwqy/bwqy.php。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龚颖 谢甜甜

过年·美食

我省首次进口澳大利亚龙虾
2月13日，一批来自澳大利
亚的龙虾运抵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共计50箱750公斤，这是长
沙航空口岸首次进口澳大利亚
龙虾。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快速查验合格后予以放行。春
节期间， 还将有两批海鲜由长
沙机场进口， 检验检疫部门已
安排值班人员并配置好检验检
测资源， 保障节日鲜活优质进
口产品供应。
此批龙虾产自西澳珀

斯，俗 称 西 澳 红 龙 或 岩 龙 虾 ，
学名天鹅龙虾， 是澳洲最有
价值的渔获， 占全澳洲总渔
业 价 值 的 20% 。 此 次 进 口 共 7
个等级， 其中最大规格达到
1.8千 克。
此次澳洲龙虾进口进一步
丰富了湖南进口水生动物品
种。据了解，墨西哥活水蚌、波
士顿龙虾等其他高档海鲜也有
望在近期实现进口。
■记者 杨田风

过年·慰问

先导物业党支部慰问结对帮扶群众
2月11日，长沙先导物业党
支部一行前往支部结对共建
点——
—浏阳市龙伏镇， 在春节
即将来临之际， 通过统一发放
春节慰问物资和集中走访等形
式， 向结对帮扶的10户困难党
员和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沈国

华，重度肢体残疾，只能通过编
制竹扫帚来维持家用。2017年
物业公司通过结对活动了解到
他的实际情况后， 帮其销售近
千把扫帚，经过引导，他扫帚的
生意越来越好， 现在每年纯收
入达万余元。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王升华 高思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