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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出行1+1� 万人公益健步走”

宣扬健康出行理念

绿色出行

每天步行1公里

以倡导绿色出行、宣传环保理念、“每

1个人带动身边1位亲友坚持每天步行1公

里” 为宗旨的大型公益活动———“绿色出

行1+1�万人公益健步走”于上周五在成都

市三环路西一段的大合仓启动， 现场健步

走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昨日，活动主办方之

一、 四川永发天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邓

大山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上图），谈了

自己对这场公益活动的看法。

4月18日上午， 市民代表宣读了

《“绿色出行1+1� 万人公益健步走”倡

议书》，随后由来自簇桥街道的居民、四

川永发天和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 一些

徒步爱好者们等组成的浩大队伍围绕步

道进行了1公里的健步走。 活动结束后，

参与者都表示收获良多。23岁的杨先生

感叹：“这样的活动太好了！平时我缺乏

锻炼， 感受了一次绿色出行， 出了一身

汗，感觉特别舒服，今后一定要坚持。”

同时，在启动仪式上，四川永发天和

实业有限公司8家新店负责人向现场市

民发出倡议：“每一位市民用您的热情，

带动您身边的一位朋友每天健步一公

里。从每天1公里开始，把零散的时间，坚

持下去，就是一种绿色、健康、环保、低碳

的生活方式”。

记者还看到，现场参与“绿色出行

1+1�万人公益健步走”活动的市民每人

都领到了一件四川永发天和实业有限公

司提供的粮油礼品， 同时还获得了一张

“1元健步助力卡”。

为何“永发天和”要以这样的方式

支持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呢？四川永发天

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大山表示：“绿

色出行不仅能美化城市环境， 更能强健

市民体质，这和公司旗下粮油品牌‘邓磨

房’绿色无公害的产品理念不谋而合。”

邓大山介绍， 活动当天同时也是

“邓磨房”8家门店正式进驻成都的日

子。8家新店立足社区、遍布成都，店内主

要销售日常生活所需的精品粮油、大米，

市民凭这张1元健步助力卡，到任意一家

门店购买任何产品皆可享受1元优惠一

次，“今年6月之前， 我们预计开设20家

门店，方便成都市民生活。”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上班未满1个月

前高管辞职讨薪20万元

去年9月，35岁的上海男子王某通过网上

招聘， 顺利成为四川欧曼机械公司的一名高

管。但去年10月，工作尚未满一月，王某就向

公司提出辞职。到今年1月，他又向龙泉驿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提出公司仅支付了不足6000元工资，请求

裁决欧曼公司支付赔偿金、工资、违约金累计

20余万元。

工作未满1月，凭什么要赔20万元？

根据王某提交的2013年9月与欧曼公司

签订的一份《劳动合同》原件，王某的岗位为

董事长助理，试用期只有10天，试用期间“每

月到手工资”为2.1万元；试用期满后月工资

为3万元；用工期限为4年。《劳动合同》上盖

有公司公章和董事长李梁私章。

《协议》上载明：公司在王某正式报到15

日内为其配备一辆奥迪Q5系列新车，作为上

下班及公司业务需要时的专人专车使用，给

予报销一切油费。 如到时未给其配备上述车

辆， 每月15日前将另外补偿王某1.2万元。此

外，王某拒绝公司提供给他“17%股份年终分

红”，以表合作诚意。

王某委托的代理人四川川商律师事务

所律师黎湉表示，王某能力很强，应聘时跟

董事长、 总经理谈得很好， 入职后工作繁

杂，但干得不满意，工资也没拿够，所以决

定辞职走人。《劳动合同》上盖有公司的公

章，具有法律效力，公司应该履行，但公司

答应的待遇没兑现， 所以王某申请劳动争

议仲裁索赔。

月薪3万，配奥迪Q5系列新车或每月补

偿1.2万元……当干了不到1个月的公司前

高管王某拿出这份 《劳动合同》 及 《协

议》，提出要索赔20多万元时，四川欧曼机

械公司的董事长李梁不由疑惑又生气：“我

从来没和他谈过给这些待遇， 总经理助理

的工资咋可能比总经理还高？！” 但蹊跷的

是， 合同上清楚地盖着公司公章和董事长

私章，看起来就是一份货真价实的合同！李

梁认为，是王某擅自动用印章，自己和自己

签了这份高薪合同。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欧曼公

司，董事长李梁指着总经理办公室旁边

的空房间说， 这就是王某的办公室。李

梁称，公司在网上招聘的高管职务是总

经理助理，王某在员工履历表上申请的

岗位也是总经理助理，其职级和待遇都

比总经理低，并非《劳动合同》中的董

事长助理。

李梁对王某所出具 《劳动合同》及

《协议》的真实有效性提出质疑。他表示，

王某试用尚未满一个月，公司根本没和他

签《劳动合同》。他同时否认答应王某“月

工资3万元，配奥迪Q5系列新车或每月补

偿1.2万元”的薪酬待遇。李梁拿出一份员

工工资表， 总经理的月薪约为1.1万元，而

王某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领的工资不

到6000元。

李梁的奥迪 A8轿车停在楼下 。

他说，公司只为董事长和总经理配了

车， 总经理开的宝马 5系是董事长曾

经开过的旧车 。“我们的总工程师 、

生产副总 、销售副总都没配车 ，都是

开私家车 。”而王某曾经提出配车的

要求 ， 被总经理拒绝 。“公司还有几

辆雅阁 、捷达 ，但是总经理认为他还

在试用期，如果开公司的车出了事就

不好了。我认为总经理做得对。”

李梁还调出王某辞职前发给他的

电子邮件，题目为“总经理助理给董事

长的信”。该信载明：“本人为公司总经

理助理，分管人力资源部。本人因为上

班要坐公交车到公司附近的焦炭公司

下，再走1公里到公司。觉得以后的天气

非常不方便步行，故此本人写了用车申

请向总经理请示申请，总经理说考虑到

私人驾驶公司车辆会有后遗症而婉言

拒绝了我的申请。我也只能继续接受每

天上班下班走路的体验。我理解成都地

区的经济收入，所以我对收入也不是很

计较，但我喜欢这行，也不想换行了。我

只希望把自己部门管理好，不愧对董事

长及总经理用总经理助理来管理公司

的初衷……董事长我向您提出正式辞

职，我感觉没办法在这样的‘压力’下

开展工作……”

对“17%股份年终分红”，李梁认为是

无稽之谈，“公司资产上亿，17%股份是好

多？我不可能跟他谈过这个。”

董事长回应：

助理的待遇咋可能高于总经理？

但奇怪的是，王某出具的《劳动合

同》 的确盖有欧曼公司公章和董事长

私章。对此，欧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四

川瑞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滨提出，

《劳动合同》及《协议》不是“真实意

思表示”。

李梁怀疑， 王某擅自动用这些印章，

不过他目前也没能拿出证据来证明。他

说， 这两枚印章平时放在总经理办公室，

虽然也有保险箱， 但是总经理经常用印

章，所以放在抽屉的时间多，有时候没有

锁上。 而王某的办公室就在总经理隔壁。

作为公司高管，总经理助理能够接触到印

章。“我承认印章的管理有漏洞，但是再咋

个管，公司高管都能接触到印章，肯定有

空子可以钻。”

李梁称，得知出了这件事，他马上从

外地飞回成都，把没有管好印章的总经理

骂了一顿。 他妻子提议由她来管印章，但

李梁没有同意， 依然全权交给总经理保

管。“现在总经理出门，更加注意把印章揣

好了。”

对此说法， 王某的律师黎湉表示，既

然盖了公章合同就应视为有效。

最 /�新 /�进 /�展

仲裁请求被驳回

他已向法院起诉

日前， 龙泉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做出仲裁裁决书， 驳回了王某的

仲裁请求。仲裁裁决书认为，争议的焦点

系王某与欧曼机械公司之间是否约定了

每月工资3万元、 提供上下班交通专车。

仲裁委认定， 欧曼公司没有同意王某的

用车申请，王某一直步行上下班；王某虽

然不满意现有工资， 但基于对成都地区

经济收入现状的理解， 对现有收入表示

接受； 王某系自身无法承受工作压力于

2013年10月10日主动辞职。王某辞职后，

没有证据显示其再次与欧曼公司建立了

劳动关系。

“以前忽略了公章管理，要不是我

们把他之前发给我的邮件做了公证，

差点就吃了哑巴亏。”李梁表示，他倒

不是怕输掉二三十万块钱， 而是觉得

如果因为信任而被骗走一大笔钱，“是

个耻辱”。

但王某的律师黎湉提出， 王某对仲

裁裁决表示不服， 昨日已向龙泉驿区人

民法院提出起诉。

电影《满汉全席》中，钟镇涛饰演的名厨

廖杰长期酗酒，导致味觉严重退化，曾经的拿

手好菜灌汤黄鱼被他烹调得又咸又腥……在

武侯区太平园横一街的一家川系菜馆，也有

一名味觉严重退化的大厨———张晓华。厨师

失去味觉，犹如音乐家失去听力。尽管失去了

味觉，张晓华仍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烹制出

食客们喜爱的麻辣川菜。

味觉失灵

最苦的黄连他也觉得不苦

50岁的张晓华圆圆胖胖， 是典型的厨师

体型。曾在老家自贡大安区回龙镇开了一家

小餐馆，2002年，张晓华突然发现自己失去味

觉，便到当地医院去看了病。医生说他肝火太

大，他吃了药却没啥效果。去年，张晓华应聘

到武侯区一家川菜馆，成为一名大厨。

张晓华的味觉到底退化得有多厉害？昨

日，他在餐馆厨房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现

场测试。

张晓华张开嘴巴， 舀了一勺盐放在舌尖

上。片刻后，张晓华告诉记者，有点点咸，但还

能接受。那么，辣得让人流眼泪的小米辣，他能

否扛得住？ 一汤勺剁碎的小米辣放入口中后，

张晓华面不改色非常淡定，他表示“有点点辣

味”。记者吃了一小勺后，瞬间被辣得冒汗。

此前，同事还买来黄连。同事口中“咬一

下就苦得不行”的黄连，被张晓华慢慢嚼碎，

“有点点苦味，但不至于咬不得嘛！”

张晓华说，从小到大，他的口味都比较

重，特别爱吃辣的。不过，2002年味觉退化后，

就连鱼香茄子、麻婆豆腐、水煮鱼等口味不同

的菜品， 他吃起来也觉得味道差不多。“我

觉得盐味合适的菜， 其他人都说咸得没办

法吃！”

炒菜一气呵成

起锅前同事帮忙尝味道

失聪的贝多芬， 谱写出了世界上最美妙

的音乐；味觉退化12年的张晓华，又能否烹调

出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呢？ 张晓华做了一份

酸菜鱼，整个烹调过程一气呵成。起锅前，一

旁的凉菜师傅小孙走过来， 拿筷子在锅里蘸

了蘸汤汁尝味道。小孙回味了一下，向张晓华

竖起了大拇指。得到肯定之后，张晓华才把酸

菜鱼装盆上桌。

张晓华坦承，自己做菜，就是凭经验，特别

是味觉退化之后。但为了万无一失，在做鱼类

菜品时还会请其他厨师过来帮忙试试味道。

“鱼的调味是最难的，因为每条鱼大小

不同。”张晓华说，各种做法的鱼，在调味上

也有区别。比如，酸菜鱼汤汁多，盐就可以多

放点；红烧鱼汤汁少，盐就要少放。

张晓华的菜做得好不好， 还得由食客说

了算。“味道可以， 地道的自贡口味！”“不

错，就是有点辣！”……食客们对张晓华做的

菜都颇为满意。

老板章女士告诉记者， 她与张晓华是老

乡，之前经常去张开的餐馆吃饭。“他的菜炒

得好，馆子生意特别好！”后来，张晓华的妻

子生病了，餐馆也没开了。章女士得知他没开

餐馆后，高薪把他挖到成都来。现在，张晓华

的工资是餐馆厨师中最高的。水煮鱼、手撕全

鸡、红烧翘壳都是他的拿手好菜。

医生判断

味觉退化或因疾病诱发

张晓华的味觉为何会突然退化， 是否与

他从小喜欢吃重口味有关呢？ 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医院华成舸教授说， 不管是吃辣还是吃

得咸，味觉都不会退化，只是对辣椒和食盐的

耐受性更好。不过，吸烟、酗酒、喝浓茶倒是可

能引起味觉的退化。但张晓华告诉记者，他不

抽烟，也不爱喝茶，只有朋友相聚才会喝酒。

那么，症结究竟在哪？华成舸分析，可能是糖

尿病或中枢性疾病诱发的，“到医院做了相

关检查之后才能确诊！”

像张晓华这样味觉退化的厨师多不多

呢？四川省烹饪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烹饪协会

名厨专业委员会会长史正良说， 味觉退化在

厨师中确实存在，但张晓华属于极端个案。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摄影记者 刘畅

悬疑高薪合同

？

公司董事长李梁称，他们

根本没签这份合同，合同

是王某用章私自盖的

这份《劳动合同》上盖有

公司公章和董事长李梁

私章，看起来是真的

真

假

前高管律师：

既然盖了章，合同就是有效的

失去味觉12年 大厨炒菜全凭经验

医生称，失去味觉可能是糖尿病或中枢性疾病诱发的

九寨沟拍到活体大熊猫

成都商报讯

（

刘彦荣 于雅兰 记者

王明平）

昨日，来自九寨沟县勿角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消息， 该处工作人员借助野

外安放的触发式红外线自动相机， 在观

测中拍摄到多张野生活体大熊猫照片和

视频图像信息。

据了解， 此次拍摄到的大熊猫活动

场所为保护区勿角林场附近蔡家沟监测

点。图中，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独自从

雪地中经过，悠闲自得地穿过箭竹林后，

慢慢消失在画面中。 通过保护区科研人

员对大熊猫图片的初步观察， 从体型上

判断是一只成年大熊猫，体重在150-250

斤之间，大熊猫身体十分健壮，在白雪皑

皑的栖息地行动十分悠闲自得。 这是继

今年1月6日在该保护区首次利用“红外

相机监测项目”拍摄获取到大熊猫图片

资料后， 再次使用红外线相机拍摄到野

外自然环境状态下活体大熊猫最为清晰

的影像资料。 这组图片和视频资料的获

得既填补了该县无野生大熊猫和伴生动

物照片的空白， 更为该县下一步继续保

护好大熊猫及栖息地提供了科学依据。

索赔20多万

是咋来的

英国一名厨师

为味觉投保百万英镑

39岁的英国厨师桑贾伊·西甘为自己的

味觉投保100万英镑。据英国《太阳报》报道，

桑贾伊·西甘是做咖喱食品的高级厨师，曾在

伦敦的多家高级饭店工作， 目前受雇于一家

食品公司， 英国一家知名连锁店每年售出的

2.5万份咖喱食品均由该公司提供。

这家连锁店的发言人表示：“桑贾伊是

一名了不起的厨师， 为自己的味觉保险，一

点儿也不奇怪。”

相关链接

“月薪3万 配奥迪Q5�持17%股份”

手持合同 前高管离职索赔20万

该公司董事长称，他从未给过这样的待遇，系离职员工擅用印章自己和自己签合同

即便是小米辣，张晓华也觉得不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