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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业发展需要， 我集团现公开招聘

15名新闻采编、金融证券与财务管理人员。

二、应聘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新

闻事业。 品行端正，遵纪守法；

2.符合表中条件；

3.驻站记者要求男性，能长驻常德、

张家界、邵阳记者站。 特别优秀者可适当

放宽年龄、学历要求；

4.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三、报名

时间：2010年1月25日至1月31日。

地点： 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2号湖

南日报报业集团办公楼南四楼人力资源部。

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职称

证书、从业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能证

明本人工作经历、能力与业绩的材料原件

和复印件，两张 1-2 寸免冠近照。 应届毕

业生须携带学生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原件。 网络报名请登录 http://hunan.voc.

com.cn/hnrbzp/。 不受理电话报名和代替

报名。 招聘不收任何费用。

联系方式：0731-84329358 余先生

四、考试录用

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 时间另行通

知。 按笔试成绩确定面试人选，再根据笔

试、面试的综合成绩，按一定比例确定试

用人选，试用期三个月。 试用期满后按排

名顺序确定聘用人选。

五、聘用及待遇

一经正式聘用即签订劳动合同，首次

聘期为一到三年。 聘用期满后，根据考核

情况确定是否续聘。 聘用期间享受《劳动

合同书》规定的相关待遇。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2010 年 1 月 25 日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序

号

岗位

名

额

年龄 学历及专业要求

1

金 融

证券、

财 务

管理

4

35 岁

以下

全日制本科以

上，金融证券类、

会计类专业毕

业。 有从业资格

证书。 有上市公

司工作经验者优

先。

序

号

岗位

名

额

年龄 学历及专业要求

1

驻站

记者

3

30 岁以

下

全日制本科

以上。

2

新闻摄

影记者

1

30 岁以

下

全日制本科以

上， 美术或艺术

设计、摄影、新闻

专业毕业。

3

图片

编辑

1

30 岁以

下

全日制本科以

上，女性优先。

4

文字记

者、编

辑

2

30 岁以

下

全日制本科

以上。

5

版式

编辑

2

30 岁以

下

全日制本科以

上， 美术或艺术

设计专业毕业。

6

广告专

刊记者

编辑

2

30 岁以

下

全日制本科

以上。

（一）湖南日报编辑部

（二）集团管理部门

一、招聘岗位

■记者 李国平

在今年全省“两会”上，来自娄底的

罗珊等11名代表联名提出了《关于将孤

独症儿童康复训练经费纳入医保的建

议》。 她说， 如果孩子有孤独症（自闭

症），对一个家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政

府和社会必须马上建立起科学的援助

体系，将它们纳入医保范畴是最重要的

措施之一。

罗珊说，据湖南省残联的统计，我省

孤独症患儿在2万以上。

“星星的孩子”对外人戒备

26日下午，罗珊来到长沙市雨花区星

苑自闭症培训中心，实地调研这里的孤独

症儿童治疗情况。目前共有56个自闭症儿

童正在这里接受治疗。

培训中心的每间房子都住着几个孤

独症儿童。走进去，除了偶尔可以听见孩

子蚊子般的叫声外，和其他学校似乎没什

么不同。但呆上一小会儿，你就会感觉不

对劲： 这里没有孩子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没有孩子追逐打闹的场面。

罗珊走进教室， 试图和这些孩子聊

几句， 但这些孩子十分排斥别人靠近，

对外界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戒备状态，沟

通十分困难。

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张俊波（化名）是一个孤独症儿童。当

罗珊准备和他交流的时候，他却歪着脑袋

注视着地面，然后用嘴使劲地啃课桌。

据负责人介绍，张俊波被诊断为孤

独症后，家人先后带他在青岛、上海等

多个机构进行过训练， 花了近20万元，

家里为了这个孩子几近倾家荡产。张俊

波的妈妈说， 自从孩子两岁被诊断出孤

独症后， 一家人就在进行一场马拉松，

而且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 。她

说，孩子3岁那年，为了让他喊一声“爸

爸”，他们训练了三个月。

据罗珊调查， 患孤独症的孩子家庭，

平均每月用在孩子康复治疗上的花费在

2000元-10000元不等。她说，随着孩子的

成长，每个家庭的持续投入越来越多。

两万孩子“孤独”，代表联名求医保

我省自闭症患儿在逐年增加，治疗费惊人，代表走进救治中心抚慰患儿

孤独症又叫自闭症， 有这种病的儿

童，医学上称之为“星星的孩子”，在和人

交流、玩耍、处理社会人际关系和独立学

习等方面， 都存在严重的甚至是终身性

缺陷。有人说，聋儿丢失的是听力，盲童

丢失的是视力，而孤独症的孩子，丢失的

可能是灵魂。

孤独症虽已被列入精神残疾范畴，孤

独症儿童仍是当今世界性的医学难题，至

今医学界还没有找出这种病的病因，而且

这种病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

“星星的孩子”

罗珊等十多名代表建议，省委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应立即着手进行调研，将孤独症的康复治疗

纳入门诊重症，将其康复训练经费纳入医保范围。

目前，国内有些省已明确规定，将孤独症康

复训练经费纳入医保，比如甘肃。还有些省市通过

对0-6岁患儿的抢救性康复训练给予每月

600-2000元不等的补助。罗珊说，我省在这方面

的工作也刻不容缓。

目前， 省内有十多家机构可以接受自闭症

的治疗， 其中只有一家是公立的， 而且规模很

小。大部分训练康复机构都面临资源紧、特教老

师少、经费困窘局面。罗珊说，目前从事专业辅

导的人员很少，干预方法和技术参差不齐，干预

效果也不理想。张俊波的妈妈说，目前很多公立

医院还不能进行自闭症的独立诊断、 治疗和康

复训练。而多数民办自闭症学校鱼龙混杂。

缺乏健全的援助体系

将孤独症纳入医保刻不容缓

现

状

建

议

名词解释

问题： 把南岳做为衡阳市

的直辖区不利于打造“衡山”旅

游品牌， 南岳衡山叫做“南岳

区”实际上放弃了“衡山”这个

历史名牌 ， 而且容易弄混 。

2009年动工的“衡阳南岳机

场”回避了“衡山”两字，这是对

“衡山” 名牌地位和历史的破

坏。一方面南岳被衡山包围，有

山却没有“衡山”的名声，而且

这些山也没有发展空间； 另一

方面， 衡山失去南岳这个旅游

支柱，有“衡山”的名声却没有

山，是名存实亡。

建议：合并衡阳市南岳区、

衡东县、衡山县，组建衡山市，

在现在的衡东县和南岳区城

区， 设立衡东镇和南岳镇两个

核心城镇或者直辖区。

■记者 胡抒雯

问题：我国义务教育学校一

直实行县乡村“三级布点”，以致

村村办学。目前农村初中校的设

置已较合理，基本达到了“一乡

一校”。但村小仍过度分散，稀释

了有限的资源，造成了投入不能

高效利用， 教师不能优化配置，

办学不能形成合力。

建议： 坚持不断增长投入

的前提下，突破“三级布点”的

办学思路束缚， 把“两级布点”

（即县、乡两级）作为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主要政策取向，由

分散办学向集中办学为主转变。

并在乡镇建设好保育制学校，解

决学生上学路途远等问题。

■记者 苏艳萍

建议“两级布点”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提案人：省政协委员 邓立金

合并衡山衡东南岳

组建“衡山市”

提案人：省政协委员 彭泽润

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

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

等多种手段， 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

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

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

发展形态。 ■记者 刘燕娟

一个工矿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期，会

想到花血本来节能降耗治污吗？尹夏生想

到了，而且一投就是4个亿。短短一年，尹

夏生就尝到了甜头，不仅成本低了，而且

拿到了国家发改委奖励的1000万元，理由

正是节能减排搞得好！

在今年“两会”上，低碳经济成为热门

词。省人大代表尹夏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回想两年前的大胆创举，他还是那句

老话：“谁提前走一步，谁就是赢家。”

过去宁愿罚也不愿添设备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粗放型、高

污染性行业逐渐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

当时尹夏生还是郴州香花岭锡业有限公

司的一名普通职工。尹夏生觉得：那也只

不过是处于一种半管理半失控的状态。大

多数民营企业是宁肯出罚款，也不愿意出

钱来添置治污设备。2000年， 管理走向规

范。至少，再开矿需多走一道程序———做

环评。在千禧之年，尹夏生没有想到，3年

后他成了公司1280名下岗职工中的一员。

从高碳到低碳花了4个亿

尹夏生和其他100多个下岗职工把下

岗费一凑，买下了一家铅锌矿，由尹夏生出

任矿长，负责全面工作。2006年，尹夏生决

定采选冶一条龙经营，再建一个冶炼厂。当

时铅锌矿的冶炼方式都是采用烧结锅。现

在看来， 尹夏生觉得这是一种典型的高耗

碳、高污染生产模式，但在当时这是通用的

冶炼方式，这套设备他花了近4000万元。

2007年5月， 尹夏生做了一个大胆创

举，决定抛弃这套4000万的设备，花4亿购

置一套目前仍是国内最先进的炼铅工艺

设备，“当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但从长

远来看，肯定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投资低碳产业大有可为

实践证明，工厂一年下来烧煤每吨不

超过200公斤，二氧化硫的排放从6万吨减

少到400吨，基本实现了污水零排放。

尹夏生走的这条节能减排之路是有

成效的。现在他又一次放眼长远，随着

省委省政府提出走发展低碳经济之路，

尹夏生意识到，未来势必将进行大规模

碳减排行动，而淘汰落后产能就是其中

重要的一项。一些不能满足环保与低碳

要求的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从高碳到低碳花了4个亿，他认为“值”

名词解释

代表风采

提

案

点

击

1月26日，长沙市曙光路，罗珊代表来到星苑自闭症培训中心看望儿童。记者田超实习生龙岱林摄

1月26日，尹夏生代表接受采访。

记者 田超 实习生 龙岱林 摄

低碳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