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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CareerWay创始人金正权：

从流浪少年到“猎人王”
小时候的磨砺成就了他

在成都这座城市，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在“九死一生”中，体味活下
去的痛苦和快乐。他们就是成都创
客 ，Chengdu Maker。

聚焦创客群体，用镜头讲述他们
的故事，封面新闻推出《成都创客》系
列短视频。我们关注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年轻人，看他们如何用天马行空
般的想象力在创新之路上摸索前行；
我们关注“高龄”下海的中年人，倾听
他们在身份转换、归零再出发中的焦
虑与收获；我们关注土生土长的本土
创客，欣赏每一朵从天府之国的沃土
中开出的创业之花；我们关注漂洋过
海落地蓉城的海归派，寻找在文化碰
撞中迸发出的梦想火花。

如果你是一名创客，如果你身边
就有创客，也欢迎与我们分享你们的
精彩故事。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通
道，分享你的故事。

征集令

成都创客，
欢迎来战！

从开山伐木到全面保护
——神农架国家公园的生态协奏曲

爱国情 奋斗者

坐落于湖北西部边陲的神农架林
区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山伐木的

“木头经济”曾是其经济支柱。近年
来，既要生态“高颜值”、发展“高质
量”，还要民生“获得感”，神农架先行
试点国家公园建设，放下“伐木刀”，端
起“生态碗”，施行最严格的保护，发展
生态旅游经济，初步实现了环境保护、
转型发展、生态惠民的同频协奏。

伐木工变护林员

山高谷深、溪流纵横，地处长江之
北、汉水之南高山地带的神农架拥有
着全球中纬度地带唯一保存完好的北
亚热带原始森林、最多样化的地貌和
环境。

在神农架丰富的自然资源中，森林
资源尤为丰富，储量占据湖北省总量的
三分之一。“因建设需要大量木材，上世
纪60年代左右，国家决定大举开发神
农架。”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副
书记张建兵说，“近万名工人响应号
召，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神农架腹
地推进，路修到哪里，就砍伐到哪里。”

张建兵是一个标准的“神农架二
代”，1978年从麂子沟林业队一名伐木
工人干起，最终成为国家公园的主要
管理者。“到1982年，神农架林区累计
向国家提供180余万方优质木材。”

伴随开山伐木而来的是诸多生态
问题。1982年起，神农架相继建立各

类“自然保护区”，开始由资源消耗向
资源保护转轨。2000年3月，神农架
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林场的工人放
下“伐木刀”，变为护林员，成了守护野
生动植物的好手。

近40年的“木头经济”被终结，作
为生态屏障的神农架却在发挥更大的
效益，“水塔”“绿肺”“生物种质资源
库”等功能日益显现。“经过不懈努力，
神农架森林覆盖率上升到91.1%，为华
中地区涵养了优质水源，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每十滴水中就有一滴来自神农
架。”张建兵说。

国家公园带来全面严格保护

清晨，林中的雾气还未散尽，神农
架大九湖管理处的管护人员就开始巡
山了。与单一的林业巡护不同，他们
的管理职责扩展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系统保护，背包里不仅有防火设施、帐
篷，还有各种各样的科研设备。遇到
有野兽足迹的地方，便架起相机、拿出
本子进行记录。

大九湖管理处管护人员开展的综
合管护源自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建设要

求。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将
神农架林区纳入国家公园全国首批9
个试点之一。神农架由此进入国家公
园大保护的时代。

新成立的神农架国家公园总面积
1170平方公里，占神农架林区总面积
虽然只有35.97%，却分布着世界自然
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
公园、省级风景名胜区等11种类型的
保护地。神农架国家公园整合了11个
自然保护地和多个管理机构，组建成
立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实现了“山
水林田湖草”的全方位、一体化管理。

理顺管理体制的同时，神农架还
通过立法实施最为严格的保护制度。
去年5月1日，《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
条例》正式实施。神农架国家公园管
理局副局长王文华说，国家公园内的
一草一木都得到严格保护。已经开发
完成的游憩展示区，也在充分考虑环
境容量的基础上，实行游客限量进入。

“空中有飞机、山上有哨所、路口
有探头、林内有巡护”，在神农架国家
公园信息管理中心，记者看到，国家公
园内游客数量、辖区内小水电生态流
量、巡护员实时位置一目了然，部分核

心地带还安装了电子围栏，一旦有未
经批准的游客进入，立即警告驱离。

如今，在神农架国家公园，草木葱
茏、流水潺潺、空气清冽，时常能遇到
撒欢的野鸡、野羊等动物。草长莺飞
的湿地山野，广袤神秘的原始森林，已
经成为神农架最宝贵的资源。

端上“生态碗”民生有保障

生态美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
而来，旅游已经成为神农架的支柱产
业。数据显示，2018年接待游客159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经济总收入57.3亿
元，对神农架 GDP 的贡献已超过
50%。如果反映在就业、税收和居民
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上，可能占到三分
之二以上。

“神农架人历来是靠山吃山，但现在
‘吃法’不一样了。端上了‘生态碗’，随
着旅游产业由粗放发展到提档升级，绿
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神农架林区
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周文合说。

大九湖村民覃万梅原本在外务
工，目前在坪阡古镇拥有多家餐饮店
铺。现在，她的店铺每年纯收益超过
300万元。

严格保护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
益，生态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我要把之前对生态犯的错误都
弥补回来！”望着亲手栽种的百亩生态
林，木鱼镇青天村村民林廷洪说。过
去，日子过得紧实，他超额砍伐坐了2
年牢；现在，他在公路边建起民俗农
庄，做起“茶叶种植加工＋体验观光”
的生意，收入不菲。

“保护，牺牲的可能是近期的现实
利益，得到的却是长期的优势和价
值。”神农架林区党委书记周森锋说，
未来，神农架将继续坚持“保护第一、
生态优先”的理念，努力打造成全民共
享的国家公园、世界生态旅游目的地
和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据新华社

办公室里的金正权西装革履，
手下30多名专业猎头激情昂

扬，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成都互联网、
IT 和地产行业不少企业都熟悉的

“猎人王”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经
历。18岁离家出走流浪1年，做过工
人，当过洗碗工，跑过推销，少年的磨
砺，让他更加坚韧不拔。

2011年，金正权与合伙人东拼西
凑 3 万元，创办了 CareerWay 猎头公
司，经过8年艰苦创业，昔日单打独斗
的“小摊摊”发展成拥有30多名专业
顾问，横跨互联网、IT、地产等行业。

本 期 成 都 创 客 ，让 我 们 走 近
CareerWay创始人金正权，倾听他成
长和蝶变的故事。

靠借来的3万元创业

虽然姓金，但是金正权并不是
那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创业者。出
身农村的他家境很贫穷，并且小时
候还有过一段流浪经历。

“应该是在我18岁的时候，和母
亲吵了一架，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
了。”孤身一人的金正权买车票，从老
家遂宁到了冰天雪地的乌鲁木齐。
由于人生地不熟，他被迫走进一家饭
馆，当了一天刷碗工。在经历了几次
工作变换后，他辗转到了西安，做起
了销售。金正权至今记得，当时朋友
相约去十多公里外的地方聚会，为了
节省路费，他就在烈日下一路走过
去，“那种苦至今难忘。”

流浪一年后，金正权终于明
白，继续学习才是自己的出路。回
到老家后，他开始重新专注学习，

并顺利考上了大学。不过由于大学
不务正业，在毕业找工作时遭遇了不
少挫折。无奈之下他到上海做销售，
刚开始工资不高，不得不住压抑的群
租房。

1年之后，金正权返回成都，在
一家教育企业做人才服务工作，通过
参加各种会议，与多个协会打交道，
他与成都60%的IT企业有过联系；
与近2000家企业人事部保持长期沟
通，在IT-HR圈小有名气。金正权
手上的总监经理们身价倍增，经常有
公司向他打听谁能不能跳槽，这也让
他意识到商机。

2011年，金正权将助学贷款还
完，安顿好父母，心里没有了压力，开
始走上了创业之路。但是创业之初

他并没有多少钱，3万元的启动资
金，还是通过几个朋友借来的。

合伙人开业前退出
少年的磨砺是坚持的动力

经过 8 年的经营，CareerWay
猎头公司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认
可。“我认为做猎头不是给公司介绍
完人才，拿到佣金就结束了，你要多
考虑下这个人才是不是适合那个公
司，能不能在公司长久地发展并作
出贡献。”

互联网 CTO：40 万-80 万元；
HRVP：50万-200万元；地产总裁
300 万 -500 万 元 ，副 总 裁 100
万-200万元……金正权的朋友圈随

时更新着高端职位信息，而随时给
别人介绍高薪职位的他，实际上经
营得并不轻松。他还记得，创业之初
一位合伙人在公司开张前一天，突
然要求退股，令他备受打击。“那位合
伙人可能是对我们的项目没有信心，
所以在他父亲的建议下退出了。”

在谈起自己公司的时候，金正
权总是谦虚地说只是“小摊摊”，公
司规模确实不算大，在资金紧张时，
甚至资金账面都是负数，但是他却
显得很有信心，“小时候那么苦都过
来了，现在又算什么呢？如果现在
的小孩子都提前经历社会的锻炼，
对他们会很有好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尚智刘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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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省法院公布
10件黑恶势力
及“保护伞”案例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

者 刘春华）5月14日，省法院召开
全省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
发布会，介绍全省法院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相关情况，并发布了一
批近期全省法院审结的涉及交通、
物流、自然资源、学校、基层政权等
领域的黑恶势力及“保护伞”犯罪
典型案例。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全省三级法院按照中央、省
委、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安排部
署，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周密实
施，有序推进专项斗争各项工
作。截至今年5月10日，全省法
院一审共受理涉黑恶及“保护伞”
犯罪案件375件2537人，其中涉
黑35件444人，涉恶322件2068
人，“保护伞”18件25人，共计审结
137件839人；二审共受理涉黑恶
及“保护伞”犯罪案件 55 件 382
人，其中涉黑7件97人，涉恶43件
275人，“保护伞”5件10人，共计
审结32件 248人。5月中下旬，
各地法院还将陆续宣判一批涉黑
恶势力及“保护伞”犯罪案件。

全省法院延伸审判职能，参与
综合治理。全面深挖排查隐藏在
矛盾纠纷背后的黑恶势力及“保护
伞”线索，建立线索管理台账，并及
时移送相关部门深入查处，截至5
月10日，全省法院共排查和接收
群众实名举报涉黑恶线索303条、

“保护伞”线索33条，其中已查实
涉黑恶犯罪5件。

下一步，全省法院将继续深
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继续
开展专项培训和联合培训，夯实
一线办案人才基础；继续加大对
黑恶势力及“保护伞”犯罪案件的
审判力度；深挖、彻查黑恶势力利
益链，摧毁黑恶势力“造血”能力，
推动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
取得新成效。

全省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典型案例

1.文铭恶势力犯罪集团欺凌
在校学生犯罪案

2.“村霸”梁忠银恶势力团伙
长期把持基层政权实施敲诈勒索
非法采矿等6宗犯罪案

3.“路霸”邹华等恶势力团伙长
期扰乱国道省道交通安全犯罪案

4.张洋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
垄断赌博和非法“带路”逃费犯
罪案

5.高洪伟黑社会性质犯罪组
织以公司名义长期开设赌场，实施
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犯罪案

6.理塘县寺庙僧侣阿呷等人
恶势力团伙犯罪案

7.曹云恶势力犯罪集团垄断
当地物流运输领域实施强迫交易
等犯罪案

8.黄小龙等人恶势力团伙实
施“套路贷”系统犯罪案

9.申文健黑社会性质组织侵
害基层政权实施非法采矿、强迫交
易等犯罪案

10.“保护伞”高洋、陈直犯包
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神农架国家公园大九湖风光（2018年5月18日摄）。

CareerWay创始人金正权。

（上接01版）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一位的，
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
强盛就没有家庭的美满和个人的
幸福。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统一和
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
严的信念高度一致，决心坚如磐
石。中国今天所走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与五千年中华文明
分不开的，也是中国人民历经艰难
困苦奋斗摸索出来的，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当今时
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历史的
必然，人民的选择。人间正道是沧
桑。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
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中国发展起来了，将为世界和
平和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当
今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地
球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与
共。我提倡共建“一带一路”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促进不
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各国之间的
互利合作，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美丽的世界。

帕夫洛普洛斯表示，中国举
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对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非常重要，希腊应邀
参加，感到很荣幸。当前，国际上
有些人鼓噪所谓“文明冲突论”，这
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真正的文
明之间不应也不会发生冲突对
抗。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应相
互尊重，通过对话交流，相互借鉴，
取长补短，这才是世界持久和平和
人类和谐共处之道。在这方面，希
腊和中国的理念是相通的。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作出
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
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希腊高
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世界文
明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评
价中国支持多边主义，在国际上
重信守诺，这体现了古老的中华
文明的智慧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
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18岁离家出走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