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张年文）今天上午，全省老
干部工作会议举行。省委常委、省委
组织部部长郭开朗出席会议并讲
话，老同志刘夫生、王克英、沈瑞庭、
罗海藩、游碧竹、詹顺初出席会议。

我省现有离退休干部78.57万
人。党的十七大以来，我省离退休干
部党支部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不断
加强； 离退休干部作用得到积极发
挥，建立“五老四教”长效机制，聘请
培训“五老”宣讲员14万余人，开展
宣讲活动7.6万多场次，受教育的党
员群众和青少年达1214万多人次。

郭开朗指出，老干部是革命、建
设、改革的历史功臣，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力量， 是党执政的重

要政治资源。 要带着责任、 带着感
情，积极主动为老干部多办实事。要
全面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和生活待
遇，进一步建立健全帮扶长效机制，
格外关注困难地区、困难行业、困难
单位的老干部，格外关注生活困难、
身患重病的老干部， 格外关注易地
安置、“空巢”独居的老干部，帮助他
们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要积极
创造条件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
尊重他们发挥余热的真诚愿望，鼓
励他们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创新社会管理、关心教育下一代
贡献力量。

会上， 一批全省老干部工作红
旗单位、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受到
表彰。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易亮明 陶芳芳)今天，在沅
江市政府大楼会议室里， 和着一首
《感恩的心》， 一群年迈老人拄着拐
杖登上舞台。 当老人们双手颤抖地
接过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胡子敬亲手颁发的救助
金时，台下100多名知青老人响起了
雷鸣般的掌声。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肖雅瑜、 省政协副主席刘晓一
起见证了这个感人时刻。

知青， 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涌
现出的特殊群体。据统计，自1968年
起， 长沙市共组织知识青年126441
人上山下乡，其中下放至沅江1万余
人。 45年前，胡子敬和肖雅瑜、刘晓
共同下放到沅江农村。 有一次，胡子
敬七天七夜高烧不退， 村民们这家
大伯给个菜瓜、 那家小孩送个鸡

蛋、 邻里娭毑整夜照顾。 农民无私
的爱令他无法忘怀这段知青岁月。
行善10多年， 目睹当年上山下乡的
一些知青陷入下岗、 重大疾病等生
活困境， 他于2012年9月创立全国
首个困难知青帮扶救助基金， 捐赠
1000万元， 设于长沙市慈善基金会
名下。

基金救助对象为1964年至1978
年期间， 从长沙市下放到省内外各
地农村或农场的困难知青。 包括家
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无收入来源、
遭受疾病等家庭。 援助分自然灾害
援助、 医疗援助、 特困援助三个类
别， 视其家庭困难情况给予不同等
级援助，最高可达2万元。 自基金成
立以来， 已援助困难知青103人，发
放援助金78.55万元，其中20人获得
2万元援助金。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许英） 全省工商工作会议今
天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工商系统今年
要全力强化食品质量监管，将食品安
全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介绍， 去年全省工商系统共查处
食品违法案件5006件， 查处问题食品
112.07吨，查处假冒伪劣农资等违法案件
1321件，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1349.06万
元，查处虚假广告案件1094件。

省工商局提出今年要把民生安
全作为检验监管执法效果的重要标
准，将食品安全监管、红盾护农、打击
假冒伪劣等，作为今年工商工作的重
点， 一是要严厉查处食品违法案件，
切实强化现场制作食品小作坊和流
动食品摊贩管理，对群众反映的假冒
伪劣、 虚假广告等问题进行专项整

治，集中力量查办一批有影响的大案
要案，并及时予以曝光。二是今年起
在全省推行流通环节食品和重要商
品电子监管，实现食品和重要商品的
来源可溯，去向可查，问题可控，责任
可追。三是以消费者投诉重点为突破
口，重点规范食品、农资等重要商品
经营者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等质量准
入制度，并及时向社会发布商品质量
检测通报和消费提示，切实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副省长盛茂林到会讲话强调，各
级工商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创新监
管方式，着力解决食品安全、假冒伪
劣、虚假广告等社会反应强烈、人民
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一个公平、守
信、安全、放心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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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勇 李宁

创业的青春最富激情。 去年以
来，团省委团结引领广大青年，积极
投身创业就业，在建设“四化两型”、

“四个湖南”征程上奉献智慧汗水。

平台：1118个项目受益

两个卖蔬菜的门面， 日营业额
6000元左右。 这就是湖南农业大学
2010级食品科技学院水产品加工与贮
藏工程硕士研究生黄石溪眼下的生
意。为了照顾生意，他今年农历正月初
四就来上班了。2月27日， 面对记者采
访， 他说：“是省青创会为我打开了创
业的大门，我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团省委和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简称省青创会） 近年来勇于创新，为
我省青年创业就业搭建平台。 他们开
发青年创业就业项目，争取优惠政策，
联系金融部门和企业，筹措扶持资金，
提供创业就业指导和法律咨询。

省青创会除了用好每年省政府
下拨的1000万元大学生创业专项扶
持资金和中国青创会划拨的300余万
元扶持专款外， 还与中国移动湖南分
公司、中烟集团湖南公司、华融湘江银
行等合作，举办“动感地带校园创业大
赛”、“芙蓉学子创业大赛”等各种创业

资助活动。今年，他们计划发展创业贷
款贴息业务， 对青年创业微利项目提
供小额担保贷款，全额贴息，创业者在
贷款期内不用支付利息。

黄石溪是湘潭县响塘乡人。在湖
南农业大学上大一时，他的《湖南放
心净菜股份有限公司创业策划书》在
省青创会组织的第十二届芙蓉学子
创业大赛上获得银奖， 拿到了2万元
奖金。这批资金成了他自主创业的启
动资金，2012年他又获得省青创会提
供的第二笔资助金3万元， 开出两家
蔬菜专卖店。目前黄石溪准备申请贴
息贷款，进一步扩大经营。

省青创会去年募集基金1571.366
万元， 下拨扶持资金1336.39万元，支
持各类青年创业就业项目1118个。

培训：惠及4万多人次大学生

“为了创业， 该做什么， 如何准
备……” 春季刚一开学， 吉首大学
GYB创业培训隆重开班， 美国高级国
际职业培训师李智朋在课堂上为在场
的2000名大学生进行了激情洋溢的
演说与创业指导答疑。 来自全省各地
的人力资源专家还为学生们分析了当
前就业创业形势， 特别介绍我省针对
大学毕业生创业就业难的问题， 实施
贷款贴息、项目无偿资助、开办费补贴

等补助政策。 通过当地成功的创业实
例， 专家们鼓励大学生们向创业先行
者学习，运用各种资源积极创业。

GYB�（产生你的企业想法）培训
课程由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由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引入中国，与“创办你的
企业”（SYB）、“改进你的企业”(IYB)、
“扩大你的企业”(EYB) 共同构成了
“创办和改进你的企业”(SIYB)� 中国
项目创业培训模块。 大学生GYB�培
训旨在普及创业基本知识，增强在校
大学生的创业意识， 提高创业素质，
进一步深化青春创业就业行为。

如今，这样的培训班在我省团组
织领衔的项目里随处可见。同为高校
的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
园”眼下正是气氛热烈，几十名在校
或毕业的大学生在这里从事摄影、电
脑回收和维修等服务业， 模拟创业。
由于培训到位，去年该园扶持大学生
150人次，创造就业岗位450个。

2012年，省青创会安排大学生创
业培训项目资金400万元， 开展培训
50多场，培训大学生4万多人次，对培
养我省大学生创业意识、提高大学生
创业实践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倍增：带动6000余人就业

创业带动就业， 就业效应倍增。

团省委认为抓创业带动就业，找到了
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支点。

长沙市“80后”戴跃锋，2005年
开始创业，进行网络销售，争取到御
泥坊面膜的网络代理权后，他利用淘
宝网将该品牌打造成销售额超过
5000万元的品牌产品，他创业成立的
湖南御家汇网络有限公司实现了销
售过亿元的好成绩。

2011年， 他获得省青创会8万元
资助金。“这笔钱帮助我在电子商务
领域进一步扩张。2012年， 企业市场
占有率进一步扩大，并成功推出新创
品牌，形成了全链条、多产品的商业
体系。”戴跃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企业规模扩大， 在上级团委帮助下，
连续开展了招聘应届毕业生活动，吸
引了100余名优秀大学生加盟公司，
为企业持续发展强化了人才保证。

2008年毕业于永州职业技术学
院的大学生李亮， 被选聘到祁阳县
白水镇竹山村任职， 他带领当地百
姓发展经济作物， 通过创业培训进
行种养技术指导， 现承包80亩生态
种养示范基地， 实现年产值40万元，
带动村民发展葡萄等水果种植200
亩， 发展养殖大户12户， 结对帮扶
种植大户3户。

据统计，2012年仅省青创会通过
鼓励创业就带动就业6000余人。

激情青春结伴行
———全省青年积极投身创业就业纪实

禹振华

这几天，“保姆奶奶”陈水凤的
名字，在三湘大地众口相传。既让
人感动和唏嘘， 更让人思索和感
悟。

“自我与他人 ”、 “有限与无
限”、“平凡与伟大”，3组反义词，其
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陈水凤用5
年的坚守， 给出了答案———行动。
只要有行动， 其间就有连接线，甚
至能画等号。

陈水凤是个平凡人，目前在长
沙开福区科大佳园社区水木轩物
业做保洁员。2007年7月15日，小田
田的父亲将小田田委托给陈水凤，
并承诺每月给400元工资。 可他走
后没两年就“消失”了，承诺的工资
更是从一开始就没兑现几次。 小
田田两岁时患上了支气管肺炎 ，
为了方便治病， 陈水凤从老家永
州新田县来长沙打工， 不仅耗掉
了攒下的7万多元养老费， 还举债
3.5万余元。

对于陈水凤来说，当初接过小
田田，不过是举手之劳，还能赚点
钱贴补家用； 小田田父亲 “消失”
后，没人管小田田，只能自己管了。
一切就这么自然，甚至在她脑海里
都没闪念过“责任”之类的词语。

确实，陈水凤原本就是我们身
边无数外表平常、职业普通、生活

平凡的普通人，只不过因为媒体的
偶遇， 才陡然焕发出令人敬仰、感
铭的耀眼光亮。

这样的平凡行动，这样的善和
爱，自己不觉得，却最能击中别人
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真正的善和
爱，无关身份、地位，也不能用付出
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从没想过“伟
大”的她，折射的是人性本善的光
辉。

雷锋曾言：“高楼大厦都是一
砖一瓦砌起来的，我们何不做这一
砖一瓦呢！”在我们身边，其实不乏
像陈水凤这样古道热肠的平凡人，
到处都有这样的一砖一瓦。长沙市
登记在册的学雷锋小组就有4万多
个，学雷锋志愿者有36万人。

这组数据， 也许会让您惊讶，
就如即使您生活在陈水凤身边，可
能也不会突然把她和雷锋联系起
来一样。

他们不是雷锋， 又都是雷锋。
他们可能是瞬间的雷锋，也可能是
一辈子的雷锋，可能是一个人的雷
锋，也可能是一群人的雷锋。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行动。

我们也许很难像雷锋那样纯
粹地为他人而活着。但是，茫茫人
海，有一呼百应的力量，更有默默
奉献的温馨，只要相融相通，相扶
相持，雷锋精神就不是孤岛，每个
人都可以徜徉其中。

“保姆奶奶”
平凡行动见大爱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带着责任和感情做好老干部工作
全省老干部工作会议举行

困难知青获资助食品安全大于天
工商系统今年全力强化食品质量监管

（紧接1版） 常委会要坚持党管干部
和人大依法任免的有机统一， 进一
步规范和落实对拟任人选的任前资
格审查、 法律考试、 任前公示和任
前发言等程序和方法， 不断增强人
事任免工作的法律性、 民主性和权
威性。 要全面了解被任命干部的履
职情况， 强化
对权力的监督
和制约， 把权
力关进笼子 ，
确保人民当家
作主。 五是加
强常委会及机
关自身建设 。
更加注重加强
理论学习， 积
极倡导讲实话、
办实事、 求实
效的良好风气，
不断增强依法
履职能力和服
务水平。

会议还对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听
取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办
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汇报时各单位提
出建议的处理意见、 今年开展的
“双联” 活动实施方案、 关于对全
省人大系统干部履职学习培训工作
的建议方案等议程进行了研究。

我省选出的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119名)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孙敏
坚） 第三批县市区委书记履行基层
党建工作责任述职工作会议今天在
长沙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
长郭开朗出席会议并讲话。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
“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的要求，去
年底至今年初， 省委组织部在全省
分3批组织14个县（市、区）委书记
就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 向省委
组织部部务会述职。在会议述职前，
省委组织部采取暗访抽查、 听取省
委巡视组意见等形式，在相应的14
个县（市、区）随机抽查乡镇（街道）
62个，村（社区）158个，走访村（社
区）干部232名、普通党员189名，摸
清述职对象所在地基层党建工作的
基本情况、主要问题等第一手资料。

据统计，前2批9名县（市、区）委书记
述职展播评议，群众投票166万票，
网民评论1.58万条。

在今天举行的第三批述职会议
上，慈利县委书记陈竞，桃江县委书
记谭建华，宁远县委书记严兴德，双
峰县委书记吴德华，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委常委、 吉首市委书记秦
国文5人，分别就履行基层党建工作
责任情况进行述职， 回答了省委巡
视组成员、党的十八大代表、省第十
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的现场提
问，并接受专题点评和现场测评。随
后，郭开朗指出，下一步，省里将选
择部分市州委书记、 厅局党委（党
组） 书记等就履行党建工作责任进
行述职， 推进述职评议工作常态长
效。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关利娜）今天上午，省政协委
员参政议政座谈会在长沙召开，来自
各个界别的30余名政协委员就如何
履职进行了热烈讨论。省政协副主席
武吉海出席。

座谈会上，几名连任委员畅谈了
自己多年履职心得体会，一些新任委
员结合各自实际谈了今后的履职打
算。他们表示，政协委员既是难得的
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承载着社
会各界的关注期盼。 他们将关注民
生、深入调研，积极为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建言献策。
“委员们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积

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不能‘只挂名，
不议政’，也不能‘只要荣誉，不要责
任’，更不能把委员当‘会员’，把主体
当‘客体’。”武吉海强调，委员们要提
高认识， 不断增强履职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勤于学习，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
水平； 认真履职， 切实发挥好委员作
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通过各种履职方式和载体，
充分表达群众利益诉求，做到有声音、
有影响、有成效。

党建工作述职制度将向市州、厅局延伸

5名县市党委“一把手”
交党建“成绩单”

2月27日，由省商务厅、省餐饮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厉行节约 从厨房做
起”中华湘菜大师倡议活动，在南岳举行。 百名厨师长、采购、库管一起宣
誓，反对浪费，倡导节约，全力维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深入群众 积极履职

省政协召开
委员参政议政座谈会

2月27日，张家界市经天光电设备厂的员工在生产线忙碌。元宵节过后，该
市企业迅速投入到生产中，确保新年开好头、起好步。 邵颖 摄

于来山 王力 王学东 王斌 王填 王群 邓三龙 龙飞凤(女，瑶族)�
龙秋华 卢平(女)� �叶文智 田儒斌(土家族)� �史耀斌 圣辉 朱国军(土家族)��
朱建民 伍冬兰(女） 向平华(土家族)� �刘正军 刘平建 刘国忠 刘定军
刘绍英(女)� �刘翔浩 刘德辉 刘潭爱 齐振伟 许仲秋 许菊云 阳国秀(女)��
阳祖耀 李小红 (女)� �李华 李江 李建新 李适时 李晖 (女)� �李维建
李湘岳 李福利 杨绍军 杨莉 (女 )� � 杨娟娟 (女 )� � 杨淑娣 (女，苗族 )��
肖安江 吴正有 (苗族)� �吴世忠 吴向东 吴金水 吴浩 何彬生 何寄华
沈绿叶(女，苗族)� �张平 张自银 张青娥(女)� �张苹英(女，土家族)� �张剑飞
张晓庆 (女)� �陈文浩 陈代富 陈豪 陈肇雄 欧阳昌琼 欧阳赏莲 (女)��
卓新平(土家族)� �易鹏飞 罗双全(女)� �罗和安 罗祖亮 周建雄 周海兵
周强 郑砚国 屈胜(女)� �赵永平 赵丽莎(女)� �胡子敬 胡旭曦 胡忠雄
胡建文 胡衡华 钟发平 种衍民 姚媛贞(女，土家族)� �秦希燕 徐守盛
郭建群(女，苗族)� �黄小玲(女)� �黄志明 黄伯云 曹慧泉 龚建明 龚曙光
康为民 彭国甫 彭建武 蒋秋桃 (女)� � 傅莉娟 (女 )� � 鲁胡子 鲁贵卿
游劝荣 谢子龙 谢勇 谢超英 谢辉 蒙兰凤 (女， 侗族 )� � 赖小民
赖明勇 雷冬竹(女)� �路建平 詹纯新 廖仁斌 潘桂妹(女)� �潘润兰(女)��
戴海蓉(女，土家族)� �戴碧蓉(女)� �魏旋君(女)� �瞿海(苗族)�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