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吴文和） 1 月26 日，市民
政局传来好消息，2月1日起，我市正
式实行结婚登记全市通办，即凡男女
双方或者一方户籍为邵阳市辖区居
民，可在本市任一县市区婚姻登记机
关办理结婚登记业务。

以往，我市户籍居民在办理婚姻
登记时，需在双方中一方常住户口所在
地的婚姻登记机关方可办理。为方便
群众就近办理结婚登记，市民政部门
持续推进婚姻登记领域“放管服”改革，
全面优化我市婚姻登记服务工作，推动
跨区域办理婚姻登记工作落实、落地。

婚姻登记全市通办政策实行后，
婚姻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常住户口所
在地为邵阳市的，可以到我市任意一
县级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内
地居民结婚登记、离婚登记业务。

(下转3版②)

2月1日起，结婚登记可全市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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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孟辉） 1 月 30 日，市委
常委、副市长仇珂静到隆回县督导
电力保供工作。

1月27日起，我市迎来新一轮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隆回、新邵等地高
寒山区普遍出现冻雨、降雪天气，造
成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国网邵阳
供电公司出动154支抗冰抢险队伍
奔赴一线，开展线路巡视和观冰、除
冰等，全力做好春节保电工作。

在荷田乡九佳村，仇珂静了解
电力设施受损、电力供应情况和群众
的困难、需求，督导抢修复电工作。

仇珂静指出，电力供应事关千
家万户，各级电力部门要坚守岗位，

采取有力措施，保证电网持续供电
能力，确保人民群众安稳度冬过节。

仇珂静说，电力部门要切实践
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加快
抢修复电进度，让人民群众过上温
暖、祥和的春节。要密切关注天气
信息动态，抓紧抓实各项准备工
作，从容面对再一轮的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要全面落实各项安全措
施，确保安全抢修，安全供电。

仇珂静强调，县、乡、村要紧密
配合，做好辅助工作，提速抢修复
电工作。要深入开展“幸福敲门、安
全到家”行动，开展各类安全宣传，
提升群众安全意识，防范各类事故
的发生。

全力确保群众安稳度冬过节
仇珂静到隆回县督导电力保供工作

晨曦如电，点亮满怀期待
的目光。拂去昨日浮尘，所有的
梦想，又开始新一轮的生长。

关山万里，江河浩荡；旦复
旦兮，岁月华光。这是非常普通
的一天，这也是与众不同的一
天。历史，并不常在某个特定的
时刻让一切发生改变，只是在
我们心里，习惯于寻找一个不
同寻常的起点。正如日历中的
元旦，只不过是重新纪年的一
个时间概念，而重启四季的这
一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
无论顺境逆境，它都不疾不徐；
无论苦乐悲欢，它都不增不减。
变动不居的时光里，春天仿佛一
把标尺，丈量着时代前行的脚
步，也镌刻着内心沧海桑田的记
忆。虽然，我们重新出发的信念
是笃定的，但回望跌宕起伏的过
去一年，也有许多的不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
进。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世界格
局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
革期。”2021年，时代剧变传导
的经济下行压力，让我们每一
个普通人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
切肤之感。

无论愿不愿意，我们都正
亲历一部充满挑战和未知的

历史大剧。
当你在烈日下辛勤耕耘，

当你在流水线上埋头苦干，当
你在工地上挥汗如雨，当你在
写字楼里挑灯夜战，当你在外
送途中奋力奔跑，当你在求职
路上行色匆匆......你是否有那
么一刻，对眼下的生活感到了
深深的疲惫，并发出“我太难
了”“真想躺平”的喟叹？

是的，这些正是你我所经
历的一切，这些正是你我内心
的真实写照。

天涯咫尺，咫尺天涯，我们
息息相通，我们感同身受。

即使这样，我们依然会在
短暂的伤感之后，继续选择日复
一日的辛勤耕耘、埋头苦干、挥
汗如雨、挑灯夜战、奋力奔跑、行
色匆匆……因为，我们都肩负
着与生俱来的爱与责任，我们要
对得起自己对梦想的期许，对得
起家人一餐温热的饭菜。

是的，这是我们每一个普
通人用双手、用汗水为自己和
家人编织美好未来的生活常
态，这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最
深厚、最伟大的家国情怀。

这些，更是你我所经历的
一切；这些，更是你我内心的真
实写照。

天涯咫尺，咫尺天涯，我们
息息相通，我们感同身受。

历史的最大逻辑就是人的
逻辑。过去一年，百年大党实现
了全面小康的庄重承诺，续写第
二个百年辉煌的新征程迈出了
坚实的第一步。我们的城市，也
感应新时代勃发的脉动，已经将

“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
务、现代化新邵阳的目标锚定。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
事出艰辛。逆势突破的背后，是
无数奋斗者伤痕累累时依然在
披荆斩棘，是千万个你我满身
疲惫时依然在咬牙坚持。

没有什么比你内心的信念
更加真切，没有什么比你内心
的力量更加坚忍。所有的平凡，
坚持到今天，都成为了不凡。

为什么我们眼里常含泪
水，是因为我们对这片土地爱
得深沉。谁都在内心呐喊，放弃
了梦想，就是万古长夜。今天，
我们又到了再次出发的时刻，
接下来的时光，不一定马上就
是风和日丽，不一定马上就是
春暖花开，但惶恐和迷惑，甚至
逃避，绝非应有的选项。带着爱
与责任上路，无论站立还是倒
下，我们都只有一个方向。

让新春的阳光打在你的脸
上，簇新的梦想正熠熠绽放。

让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
岗，永远凝望那生生不息的梦
想之光。

让梦想的光芒生生不息
邵阳日报编辑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郭巧艳） 1月31日，记者
从市燃气公司获悉，该公司已持续
实施系列行动、措施，切实做好春
节期间及低温雨雪天气天然气保
供工作，实现储气充足。春节期间
市民生产生活用气无忧。

按照《邵阳市启动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 IV 级应急响应的紧急通
知》以及市城管执法局关于做好低
温雨雪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要求，
市燃气公司迅速制定《雨雪冰冻天
气天然气保供应急预案》《低温雨
雪天气期间稳定值班表》，促进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

为确保春节期间气源充足，市
燃气公司加强与供气单位的衔接
联系，委派专人每日实时跟踪上游
的配给量，争取分配到更多的气源
指标；与相关企业密切对接，锁定
其现有储气量，保障我市城区的应
急用气。同时，加强对天然气站、门

站的生产调度，做好气源储配和调
度工作，成功储气240万方左右。

1月中旬以来，该公司组织干
部职工对天然气站、门站，城区燃气
主支干管，庭院管网及阀门井、凝水
缸、调压站（器）、伸缩节等设备设
施，过河、过桥等重要地段管线进行
检查，并认真做好低温防护措施，确
保燃气输供设备设施正常运转。

低温雨雪天气状况下，市燃气
公司进一步加强巡线、巡检和燃气
设施的维护保养及防冻保暖工作，
加大抢险维修工作力度，及时维修
更换燃气灶具、热水器及表具，确
保用户正常、安全用气。

当前，市燃气公司已做好物资、
设备、材料的采购和仓储工作，确保
应急物资保障有仓储；完成燃气应
急抢险车辆、抢险工具检查工作，保
持车辆车况良好，保证抢险工具、设
备齐全，安排应急抢险队人员及车
辆24小时轮班值守，确保随时出动。

市燃气公司：春节用气无忧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肖佳） 1 月 29 日下午，
市区低温雨雪天气持续，邵阳经开
区邵阳大道与28号道路交会处附
近，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顺利完
成供水管道安装工作，实现春节前
为用户通水的目标。

1月27日，市自来水公司客服
中心接到邵阳经开区一家企业的
用水申请，该企业希望春节前能完
成供水管道安装，以保证春节期间
的生产用水和外地员工在厂的生
活用水。接到申请后，市自来水公
司立即启动快速获得用水模式，为
用户提供先安装后收费服务。

该公司一方面安排常驻邵阳

经开区的大客户经理上门服务，与
用户沟通安装事项；一方面组织设
计人员迅速勘测制定方案。1月28
日，在施工方案得到用户认可的基
础上，该公司安装部门施工人员克
服低温等不利影响，冒雨进场放
线、开挖施工。经过一天半的努力，
完成了全部安装工作，有力保障了
企业春节用水。

当前，市自来水公司全员坚守
岗位，积极响应用户的用水需求。
春节期间，该公司水厂、客服、维
修、调度、安装等部门的干部职工
将用实际行动落实“春节我在岗，
供水保通畅”承诺，全力保障城市
安全优质供水。

市自来水公司：战严寒保供水

三一专汽连年迈上新台
阶。到2021年，产值达到了165
亿元。

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秘密？

转型升级提产能

人少了很多！去过三一专
汽的人知道，过去车间的工人
比现在多多了。“很多工人分流
了，自动化生产线取代了不少
工人的岗位。”三一专汽副总经
理苟海成说，每8分钟，车间就
有一台搅拌车或者电动自卸车
下线。

从2020年起，三一专汽大
力实施三化（数字化、国际化、
电动化）转型战略，投入 10 余
亿元打造专用车灯塔工厂，升
级改造 14 条生产线，推动（搅
拌车、自卸车）专用车的生产自
动化、智能化、数字化，实现“机

器替人”，生产效率大提升。
去年下半年，14条生产线

改造完成，三一专汽1.0版灯塔
工厂上线。

改造后的三一专汽，生产
效率提升立竿见影。苟海成介
绍了两个最直接的例子。

“钢板下料线，过去靠人工
吊装，费力费时，一旦人工操作
失误，就会耽误时间。现在下料
实现无人化，智能行车自动抓取
钢板，自动准确输送，效率至少
为过去的三倍。”苟海成介绍说。

涂装线的改造，也极大压
缩车辆生产时间。据苟海成介
绍，过去搅拌桶、货箱喷漆都是
人工进行，不仅不环保，还影响
效率。此次改造，将喷漆线改成
四条喷粉线，实现抛丸、前处
理、喷粉、固化工艺全部自动
化。如今，企业一天能产出搅拌
桶及自卸车货厢150个以上。

2020年，三一专汽人均还
只有800万元产值。2021年，人
均产值增加 50%，达到了 1200

万元。
这正是三一专汽年实现

165亿元产值的关键。

创新驱动添动能

搅拌车 20000 台、自卸车
4000 台、专用底盘 6000 台、牵
引车 20000 台……2021 年，三
一专汽在销售上，交出了一份
满意答卷。

东南亚、东亚、美洲、非洲
……三一专汽的产品还走出国
门，电动搅拌车甚至进入汽车
生产强国——德国的市场。

近年来，三一专汽不断强
化产品的研发。他们还另辟蹊
径，踏入电动化专用车生产的
新赛道，抢占技术制高点，确保
在行业领先超车。

2021 年 12 月 18 日，全新
一代电动搅拌车、电动自卸车
亮相；2022 年 1 月 11 日，新一
代轻量化搅拌车下线……

2021年以来，三一专汽产
品研发来势喜人。

亮点纷呈，客户信赖，市场
认可。这是三一专汽能实现
165亿元年产值的重要因素。

(下转3版①)

2021年实现产值165亿元

三一专汽是怎么做到的？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肖 薇 黄吉成

1 月 27 日，市

民在花店内选购花

卉。春节前夕，我市

各花卉种植大棚、

花卉销售市场内姹

紫嫣红、年味浓浓。

迎新“年宵花”供应

充足，亮色系、红色

系产品格外受顾客

青睐。

邵阳日报记者

唐明业 摄

积极应对雨雪冰冻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