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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王琼 李振豪

他是一名普通80后桥梁建设者，在
从业的十余年时间里， 从未停止对工匠
精神的追逐， 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自己
的工匠梦想前进。

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中交二航局益阳项目部桥梁工程师李志
成。

2003年， 李志成从长春工程学院毕
业，选择了“四海为家 拼搏奉献”的中
交二航局，并直接上了工地。

刚开始，李志成很不习惯，施工现
场的高温酷暑，无数次“敲击”着他的梦
想。 随着李志成的专业知识与现场管理

能力日益增长， 在岗位上有了独当一面
的能力， 他被破格提拔为桥梁主墩技术
主管， 负责江苏淮安五河口大桥主墩桩
基施工。

通过努力， 他所负责的46根超百米
大直径孔桩的主墩桩基施工全部按时完
成，经检测均为高质量的I类桩。

“工匠，不但能干脏活苦活，更要能
干高难度的技术活”，李志成用自己的理
解表达工匠精神。

2010年， 由李志成负责技术的湖南
赤石特大桥项目， 集规模大、 科技含量
高、技术复杂、安全管理难度大于一身，
是当时同类型桥梁中排名世界第一的高
墩多塔斜拉桥。

山区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期水化热温
控施工、 超重挂篮的设计与施工及安全
防护、高空主梁施工等施工技术，在当时

都是世界级的技术难题。
为攻克这些难题， 李志成团队发明

一种“下放架”的工具去辅助钢筋笼的下
放工作。研发的过程十分艰辛，无数次将
李志成推到放弃的边缘。

可了解李志成的人都知道，越是这
个时候，李志成越不会放弃。经过反复
试验，他终于研发出了“一种用于桩基
钢筋笼安装的下放架”的工具，并成功
投入生产。该发明解决了山区桥梁桩基
施工中起重设备无法满足吊装作业的
难题，并获得了2012年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

从此，李志成团队一发不可收拾：研
发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水化热温控装
置”，设计了“索导管管口中心定位装置”
等。五年时间，他获得了13项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与2项发明专利。

打破美日多年垄断
巴陵石化医用热塑橡胶
SEBS批量供货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彭展）国内
医疗器械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威高集团， 日前批量采购中石
化巴陵石化的医用级热塑橡胶SEBS产品。这标志巴陵石化
在高端医用级SEBS研发生产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打破了美
日企业多年垄断的局面。

研究表明，SEBS是医用输液管的理想材料，因为SEBS
在加工、应用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增塑剂，使用后的材料在焚
烧时也不产生“二恶英”。由于医用器械的独特性，以及新材
料的应用需长期的临床和毒理研究， 国内医用输液管材料
长期从美国和日本高价进口。 巴陵石化是国内首家采用自
主知识产权技术、 实现热塑橡胶SEBS工业化生产的厂家。
其领衔开发的“新一代高性能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
（SEBS）成套技术”项目，荣获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

2014年，医用SEBS由用户完成药液吸附、临床等测试。
从2015年至今年4月底，巴陵石化合成橡胶事业部共进行了
10次医用SEBS产品工业试验。目前，医用SEBS工业品已通
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美国药典（USPⅥ）、中
国药典等系列测试， 产品通过下游用户正式进入医院供患
者使用。

通讯员 蔡立平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当前生产中，种粮大户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他们有哪
些烦恼？“五一”过后，记者在我省种粮大户较多的益阳市做
了一番调查。

成本居高不下

桃江县种粮大户马建群今年种早稻400亩。他说，在早
稻旋耕、育秧、插秧等多个环节，他大部分是自己干，只请了
两个帮手。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减少人工费支出。

马建群告诉记者，请一个临时工打下手，一天工资至
少要150元，还要供一餐饭一包烟。马建群算了一笔账，如
果请人种田，一亩地旋耕、插秧、施药、施肥、管水、收割
等，至少需要4个左右人工，支出700元左右。加上田租和
种子、农药、化肥等投入，一亩地耕种成本约1200元。而一
亩早稻收获500公斤，按当前稻谷收购价来算的话，收支
基本相当。

他说，种田各环节都请人来做的话，一年下来，自己等
于白搞了，只有自己辛苦些才有些钱赚。

种田后继乏人

今年52岁的桃江县桃花江镇花果山村种粮大户贾四保
承包了1200亩田，今年他雇请了30多人，其中90%年过五十
岁。他告诉记者，日晒雨淋、高强度劳作，让现在一些年轻人
对种田望而却步。当前在农村，老年人种田成为普遍现象。
桃花江镇种田30亩以上的大户，年纪大的居多。

今年， 贾四保做工作让在外地搞装修的两个儿子“转
行”，回来跟他一起种田。他说，现在国家惠农政策多，搞得
好的话，在家种田比在外打工不会差。

农机修理不便

种田机械化给种粮大户带来效益提升的同时， 也给他
们增添了新的烦恼。

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易顺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周建
辉承包400多亩农田，今年春耕期间，他一台价值15.8万
元的插秧机驱动轴断裂，找了一个专业维修员查看，再到
长沙购买配件，花了3天时间维修。修后不到一星期，又有
一个配件出了故障。他说，这台插秧机用了2年多，每年都
会出一两次故障，每次维修不仅要一两千元费用，还耽搁
农时。

周建辉还告诉记者，一台农机用两到三年就要更新。近
3年来，他花了30多万元购买农机，而淘汰的农机基本都作
废品处理了。周建辉说：“买新农机一般可优惠几千块钱，但
如果把旧农机送到销售店回收，新购机具就不能还价了，还
不如作废品卖，好歹能卖千把块钱。”他希望益阳能建一个
二手农机市场。

13万元钱
这样找到失主

湖南日报5月9日讯（陈永刚 曾迪）“他
们既不收谢金、又不收谢礼，我只好手写一
封感谢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昨天上午，
长沙市民邓女士将感谢信送到了长沙市轨
道交通集团物业公司，对拾到她13万元现
金如数归还的保安队员表示感谢。

5月3日凌晨，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物
业公司3名保安黄长庚、余红辉、王建新，
对火车南站西广场负一楼停车场进行日
常巡视， 一辆白色湘A牌照起亚小轿车副
驾驶座的车窗敞开着， 引起了他们的注
意。凑近一看，车门随手可以打开，后座上
还放着两瓶红酒。“按照我们物业公司的
管理要求，如果碰上这样车主未关好门窗
的情况，必须妥善清点、保管好车主的财
物，同时想办法通知车主。”于是，同行的3
人拿出手机拍照，打开车门，这时才发现，
车辆后座下面还有一个红色布袋。打开一
看，3人惊呆了：里面一沓沓现金装得满满
的，过细一点，居然有13万元。3人二话没
说，立即上报总值班室，将财物存入公司
保险柜，并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于3日上
午9时联系上了车主邓女士。

“真是大意了！接到他们的电话，我吓
出一身冷汗。”回想当时的情形，邓女士心
有余悸。原来，邓女士2日晚乘坐高铁去外
地办事，由于匆匆忙忙赶时间，慌乱中忘了
关窗。3日下午6时，急忙从外地赶回的邓女
士拿回了自己的失物，激动的她拿出1万元
作为酬金，被保安队员婉拒；她又要把两瓶
96年的拉菲红酒做礼物，也被谢绝。

物业公司保安队长黄细检告诉记者，
在他们管辖的火车南站西广场停车场和高
铁站前坪， 几乎每个月都会碰到好几起车
窗、车门没关好的事例。去年一年，他们拾
获的财物有现金、金器、手提电脑等，价值
超过了50万元。 他们也提醒广大乘客，停
车时一定记得锁好门窗， 带好自己的贵重
物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匠”心独运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交二航局益阳项目部桥梁工程师李志成

致敬劳动者

� � � �李志成在介绍益阳大桥项目工程。
通讯员 摄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石璐）今天上午，位于常德市石
门县蒙泉镇保宁桥村的一处施工现场，
随着3台专用牵张机徐徐转动，一根根拳
头粗的电线缓缓爬上75米高的输电铁
塔。此举标志甘肃至湖南±800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路开始架线施工。

该线路起于甘肃酒泉， 止于湖南湘

潭，线路全长2382公里，途径甘肃、陕西、
重庆、湖北、湖南4省1直辖市，是首条直
接为湖南供电的特高压线路。2015年6月
开工， 预计2017年2月全线竣工投运，每
年可为湖南输送400亿千瓦时电量。

今天开始的架线施工长8.2千米，跨
越18个电塔，预计2天内可完成这一段的
架线任务。

负责施工的省送变电工程公司工
作人员介绍，该线路全线采用目前国内
最粗的输电导线， 每根导线由84根铝
线、19根钢芯组成， 导线截面面积达
1250平方毫米，“相当于一个拳头大”。
相对于以往特高压线路， 这种导线，具
有线损低、功率稳等特点，更适合长距
离、高电压输电。

首条入湘特高压线路架线
预计明年2月投运送电，将为湖南每年输送400亿千瓦时电量

� � � � 5月9日，电力建设者在工程杆塔上施工。当天，位于石门县蒙泉镇保宁桥村的酒泉至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
湘1标段拉开了架线施工的序幕。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石璐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蒋丹）雨下得铺天盖地、无止无休，
气温大跌，将人拉回春天的凉意里。好在
阳光已经提交了日程表，10日白天湖南大
部分地区将转晴， 湘西部分地区早晨有
雾，气温回升。11日和12日阳光依旧。

据统计，5月4日8时至9日8时， 全省

平均累计雨量69.5毫米， 为今年以来雨
量最多的一轮强降雨。其中，道县分别于
4日、7日遭遇两次大暴雨，5天累计降雨
量达463.8毫米，超过其历年平均年降雨
量的四分之一。 今天白天， 湘中偏东一
带出现明显降水，汨罗等地6小时的雨量
接近40毫米。

由于有冷空气影响，除了下雨之外，
气温也大幅下降， 我们一下子又从初夏
的微热状态，回到了春天的丝丝凉意里。
不过，春夏之交的冷空气，势力总是一次
比一次弱的，冷空气过后，气温将迅速回
升。省气象台预计，10日至13日全省大部
地区多云到晴天，气温明显上升。

月桂聊天

今起天气转晴
气温迅速回升

微调查

种粮大户的忧愁

�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刘婷婷）“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
在全省如火如荼地开展。今天，省委组织
部举办全省党务骨干培训示范班，对“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特别是近期的重点工
作进行部署安排。

培训班指出， 与会人员是学习教育
的“指挥员”、“操盘手”，大家的工作非常
关键，组织得不得力，指导到不到位，督
导严不严格，对学习教育能否健康发展、
取得实效至关重要。

务必要抓好学习开局。 必须立足于
全面覆盖、深入发动、靠前指挥，层层进
行思想动员，把集结号吹起来，把党员集
合起来。5月中旬前， 各级党组织都必须
一个不落地完成动员部署工作， 并给每

一名党员提供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简
明读本、党章、准则和条例等必读学习资
料，把学习教育的压力传导到每个支部、
每名党员。

务必要坚持分类指导。既要抓住“关
键少数”， 又要盯住薄弱环节， 做到全覆
盖、不遗漏。要把握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党
组织和党员特点，明确不同目标、不同方
法、不同措施，把学习教育具体化、精准
化、差异化，防止“一个招式包打天下”。

务必要丰富学习教育方式。 我省将
开展“万名党员干部、专家学者送党课下
基层”活动，授课同志要联系党课对象的
实际，把党课的“党味”讲出来、讲到党员
的心窝里去。 在采用个人自学、 集中学
习、专家辅学、主题研讨、读书比赛等传

统学习模式的同时， 注意探索利用QQ、
微信网络平台、微电影、微动漫等形式多
样的学习载体，增强学习效果。

务必要坚持问题导向。 要始终围绕
做合格党员这一重大命题， 突出问题导
向，追着问题去、对着问题改，通过解决
不合格的问题把党员的标尺立起来，把
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 把党员的先锋
形象树起来。

务必要层层落实责任。 各地要把抓
好学习教育作为各级党委履行主体责任
的重要方面， 作为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
核的首要内容，对学习教育真评真议、严
考严核。

来自全省各市州、 各行业系统的90
余名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培训。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培训“两学一做”“操盘手”
快来报名
参加创新创业大赛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发布会宣布， 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湖南赛区）暨第三届湖南省创新创业
大赛正式启动。据悉，整个赛事将持续6
个月，报名截止日为6月12日，获奖比例
约为参赛项目总数的12%。

据介绍，大赛分为企业组和团队组。企
业组报名对象要求是我省具有创新能力和
高成长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2015年销
售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企业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 属于非上市企业
且无不良记录（在新三板挂牌的可以参
赛）。团队组报名对象要求是在2016年6月
12日前尚未在国内注册成立企业的、拥有
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的创业团队，核
心团队成员不少于3人， 参赛项目的产品、
技术及相关专利归属参赛团队， 与其他任
何单位或个人无产权纠纷。

据介绍，大赛按企业组和团队组分别
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
胜奖若干名。获奖企业和团队符合湖南省
科技计划立项支持条件的，予以一定额度
的立项支持（团队必须于2017年3月1日前
在我省注册成企业）， 符合长沙银行授信
条件的，将有机会获得长沙银行一定额度
的授信支持。参赛企业和团队，将优先推
荐给长沙银行和大赛合作创投机构，有机
会获得创投资金，并可以免费获得大赛合
作机构提供的创业辅导、创业培训、融资
辅导、 金融服务方案设计等创业服务，入
驻大赛合作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将给予
房租优惠或减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