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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资源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
雨，资源水文站已超警！”

“收到，已在密切关注！”7月2日凌晨
3时，接连不断的信息和电话打破深夜的
宁静，省、市、县三级水情值班人员发现，
夫夷水上游广西资源境内出现强降雨，夫
夷水广西资源段直逼历史最高水位。

当日4时，邵阳市水文局发出夫夷水
新宁段洪水黄色预警。当日 6 时，升级发
布洪水橙色预警，并预报夫夷水新宁县城
河段将于当日13时30分前后出现洪峰水
位，超警戒水位1.8米至2.3米……

在这场洪水测报战中，跨省监控上游
强降雨和来水情况，从夫夷水起涨到新宁
站退出警戒水位再复涨，市水文局根据实
时雨水情分析，精准把握了洪峰水位、峰
现时间和退警时间，完整测到各节点水文
数据。此外，中小河流平溪支流黄泥河洞
口县水东镇河段、西洋江隆回县横板桥镇
河段均提前发布洪水蓝色预警。

6月28日至7月5日，邵阳市、县两级
水文部门累计收集各类雨水情数据200余
万条，人工实测流量100余站次，出动应急
监测5次，准确完整监测到各江河洪水过
程，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重要时刻，向党
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防汛抗洪答卷。

有备无患，水文测报紧张有序

入汛以来，市水文局坚持密集监控、
精准测报、超前预报。自6月28日起启动
应急值班，7月1日0时启动水文测报Ⅳ级

响应，从局领导到一线职工，严格执行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这是一场大考，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
非常警惕，用实际行动向建党100周年献
礼。”市水文局党委书记、局长曾邵华强调。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曾邵华通宵达
旦坐镇水情科指挥，落实地方防汛会商要
求，强化安全生产措施，确保水文测报紧张
有序，并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及防汛、水利
等部门领导汇报雨水情，为科学调度提供
技术支撑。水情人员主动放弃休假，全员到
岗，密切关注实时雨水情，充分运用数值预
报系统，开展气象水文耦合分析，有效提升
科学预测的前瞻性，为地方防汛部署争取
时间。县级水文部门提前备战，枕戈待旦。
应急监测队整装出发，提前赶赴洞口、新宁
待命，确保完整收集洪水资料。

精准预测，服务支撑彰显担当

夫夷水为典型的山区性河流，洪水陡涨
陡落，凌晨时分受广西资源境内来水及区间
强降雨影响引发的境内洪水过程，关键在于
实时监控到位和快速研判。7月2日凌晨2时，
我市境内并未出现强降雨，但水情值班人员
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实时跟踪上游雨水情并
作出预判。市水文局领导、水情预报员收到通
知后半小时内集结完毕，第一时间与省、县水
情人员开展会商分析，迅速发布预警预报，切
实履行了水文“侦察兵”的神圣职责。

此轮暴雨洪水过程中，市水文局严格落
实“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具体措施，强化递

进式短临预警，做好各节点水情服务工作，累
计发布预测分析材料14期，推送水情服务信
息2000余条，发布洪水预警4次（橙色1次、黄
色1次、蓝色2次），发布洪水预报1站次。其
中，提前7小时以上发布江河主要控制站预
警信息，提前4小时以上发布中小河流预警
信息，提前7小时精准预报新宁站洪峰水位，
与实际洪峰水位296.26米相差仅0.04米，峰
现时间、退警时间与实际情况一致，为防汛主
管部门科学调度提供了精准的技术支撑。

勠力同心，坚守一线不惧艰辛

邵阳水文人恪尽职守，连续奋战，特
别是广大青年职工、党员干部纷纷冲在一
线，在洪水中锤炼自己，用实际行动践行在
党旗下的誓言，践行水文人的初心和使命。

“是党员干部，危难关头就要冲在一
线！”老共产党员李步云脚伤未愈，一听说
广西资源出现暴雨，立即返站，坚持抱病
上线，为抢测洪水不遗余力，彰显了一个
老党员的忠诚本色。

新宁县水文水资源局负责人熊新华、
邵阳县水文水资源局负责人刘瑞芳身先
士卒，累了就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会，饿了
就随便扒两口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
战的作风，带领站内职工连续奋战两昼
夜，圆满完成测验任务及报汛任务。

测雨斗洪保安澜
——市水文局在洪水一线弘扬抗洪精神

邵阳日报记者 肖燕 通讯员 肖碧琦 周燃

“这是在德国热销的电子打火机，这
是即将销往马来西亚的点火枪，这是在韩
国口碑最好的防风机，这是在非洲市场销
售量最大的砂轮打火机……”7月2日，在
湖南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亿电气”）产品展厅，董事长陈书奇满
脸自豪地向记者逐一介绍，“我们的产品
外观新颖、种类丰富、质量上乘，深受国内
外客商喜爱。”

陈书奇 1974 年出生于邵东市流泽
镇。2009 年，他联合邵东市 10 家打火机
出口企业和 4 家配套企业组建了东亿电
气，落地邵东市生态产业园。

东亿电气现有标准化生产厂房21万
平方米、专业模具研发中心1个、自动化生
产线98条、先进注塑设备300台套，是一个
集打火机研发、生产、销售、运输于一体的
股份制集团公司。2020年度，东亿电气总
产值达10亿元，创外汇1.69亿美元，缴税
近6100万元，解决就业岗位1900余个。

引进新工艺，自动化生产率达95%

“成立之初，受当时条件制约，很多大
订单不敢接。”陈书奇说，当时，由于工厂
设备落后，东亿电气的打火机年产量始终
难以提升。

预判趋势，发现“痛点”。陈书奇认
为，企业要发展必须提档升级，企业要运
营必须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于是，在全
国掀起自动化生产热潮的背景下，东亿电
气自 2013 年开始引进新生产工艺，不断
实现新突破，并在 2018 年成功实现全自
动化生产。

“实现全自动化生产，为公司扩大规
模、占领全球市场提供了强力支撑。接大
订单，我们有了十足的底气！”陈书奇介
绍，打火机生产共有 11 道工序，如今，自
动化生产广泛运用于每一道工序中，全公
司自动化生产率达95%。

提升竞争力，品牌价值实现跃升

从制造到“智造”，东亿电气不但提升
了生产效率，产品创新能力也得到增强。
目前，该公司产品共有8大系列100多个品
种，销往全球86个国家和地区。“高档打火
机工艺更复杂，需要人工与机器配合作业，
制作成本高，利润也高。”陈书奇表示，公司
所具备的自主研发能力，正是助力企业转
型升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在陈书奇的带领下，东亿电气先后获得
了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湖南省智能制造示
范企业、2020年湖南股权交易所“科技创新

专板挂牌企业”等几十项殊荣，其生产、销售
规模、综合实力在全国同行业领先。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和中国许
多出口企业一样，东亿电气在春节假期后
暂停了生产，导致产品无法按时交付。令
人欣慰的是，由于公司良好的口碑，很多客
户非常理解，主动表示可以延期交付。尽
管如此，东亿电气秉承强烈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在遵守相关防疫政策的前提下，第一
时间实现了复工复产。陈书奇说：“越到关
键时刻，越要彰显东亿攻坚克难的作风。”

一颗感恩心，致富不忘反哺家乡

“致富不忘家乡，感恩回馈社会。”这
是陈书奇坚持的社会责任和创业担当。
近年来，陈书奇热心公益，他的打火机企
业为社会创造了 3000 个就业岗位，其中
为300名下岗职工解决了再就业难题。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陈书奇捐款
3.2万元；2008年至2009年，他为黄陂桥乡
晨光、联合两个村捐款 6 万元修通自来
水；此外，为流泽镇龙建村捐款 4 万元架
设路灯，为黄陂桥中心小学捐款 5000
元。这些善心义举，彰显了他扎根农村、
造福一方百姓的情怀。

“不忘初心，有担当才能走得更远。”
陈书奇说，他一直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
任，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反哺家乡，为
建设美丽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智造”赢未来 热忱报桑梓
——访湖南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书奇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唐颖 实习生 杨谱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何 春 艳 实习生
杨谱） 为切实保障生活无着
流浪乞讨等人员的基本生活，
及时做好夏季高温气候下救
助管理工作，7月5日上午，市
救助管理站正式启动“夏季送
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该行动
将持续至今年9月30日。

在开展专项救助行动期
间，市救助管理站将全面开展
街面集中救助行动，加强与公
安、城管等部门协作联动，充
分发挥110指挥中心、数字城
市管理平台和24小时求助热
线的发现报告和应急处置作
用，落实首接责任制和应急处
置措施，做到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救助。同时，联合组
织人员在辖区内开展全面巡
查救助，及时为街面流浪乞讨
等生活无着人员提供救助服
务，积极劝导流浪乞讨人员进
站接受救助。对有返乡意愿

的，免费提供乘车凭证，帮助
其尽快返家；对不愿到站接受
救助的，提供必要饮食、防暑
降温药品和详细求助方式；对
因灾造成财产损失、自身无力
返乡的求助人员，在核实有关
情况后协助其返乡。对街头
流浪危重病人、处于发作期的
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按照“先
救治后救助”原则，及时送医
院救治，待病情稳定后，再甄
别救助，保证其生命安全。

本次巡查救助行动将突
出三大重点：突出重点时段，
在高温炎热特殊时段，加大
巡查次数和力度；突出重点
地段，对火车站、长途汽车
站、桥梁涵洞、在建工地、废
弃厂房、城乡接合部等流浪
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区域和可
能露宿区域进行重点排查；
突出重点群体，对未成年人、
残疾人、老年人，及时护送到
站接受救助。

“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启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彭绍峰）
7 月 6 日，第三届马兰花全
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邵阳
市选拔赛决赛暨颁奖典礼
成功举办。

此次大赛以“创业培训、
创新引领”为主题，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就
业服务中心承办，邵阳市智丰
职业技术学校组织实施。大
赛设 3 个赛道，分别是“创办
你的企业”（SYB）培训讲师综
合能力赛、网络创业培训讲师
综合能力赛和马兰花创业培
训微课赛。大赛自今年 6 月
启动以来，共有105名培训讲
师报名参赛。经过初赛选拔，
15名SYB讲师、5名网创讲师
进入了当天的决赛环节。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分别
从创办企业面临的挑战、顾客

目标需求、如何抓住电商直播
机遇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进
行现场授课，充分运用自身在
日常授课中积累的经验和技
巧，展示了创业导师的风采。

近年来，市人社局始终
围绕服务就业创业等工作，
为更多的创业者提供就业机
会和有效及时的跟踪服务，
营造了有利于创业的良好氛
围。去年，我市共举办创业
培训班330期，累计参培学员
9800 余人；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3009 笔 4.78 亿元，带动就
业13710人。同时，我市已累
计创建市级创业孵化基地10
家，省级创业孵化基地 6 家，
连续4届成功举办了“中国创
翼”创业创新大赛，去年选送
的“巾帼花开别样红一亩橘
园脱贫项目“获得全省总决
赛二等奖。

创业导师大赛显身手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肖薇） 近日，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从全省 143 个
省级及以上园区中评选出
22 个“2020 年度湖南省产业
高质量发展园区”。我市共
有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
邵经开区及隆回高新区 3 家
园区成功入围。其中，邵阳
经开区、隆回高新区已连续
两年入选。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
“三高四新”战略，切实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形成了一批
产业集中度高、经济效益好
的特色园区。

在“2020 年度湖南省产
业高质量发展园区”名单中，
长沙市和常德市各有 4 家园
区，排名并列各地市州第一；
邵阳市、益阳市和永州市并列
第三，各有3家园区入选。

“2020年度湖南省产业高质量发展园区名单”发布

邵阳三家园区榜上有名

7 月 6 日，北塔区人社局举办 2021 年“点亮万家灯
火，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共邀请38家企业
进场招聘，提供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600多个，现
场共有111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实习生 兰策 摄影报道

7 月7 日，隆回县金
石桥镇朝阳爱心协会的
爱心人士在踊跃捐赠爱
心款。当日，共募集爱
心款 6 万余元。该协会
2018 年 7 月经民政部门
登记成立，现有会员449
名，累计为脱贫攻坚、抗
击疫情、修建路桥、助学
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捐
款30多万元。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贺上升
摄影报道

◆民营企业家访谈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