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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胡津铭

“记者同志，暖遍朋友圈的‘兵哥哥’找到
了！”湖南日报2月12日刊发报道《暖遍朋友圈
的“兵哥哥”你在哪》后，来自武警张家界支队
的电话，让记者一阵惊喜。

2月13日，记者来到张家界火车站。
10时许，火车站进站口并未排起蜿蜒长

队，只见稀稀疏疏的旅客进入；在偌大的候
车室内，多半的座位被空了出来。但总有一
抹“橄榄绿”，来回穿梭于旅客之中，格外引
人瞩目。

趁着间隙， 记者找到了那位暖遍朋友圈
的“兵哥哥”。

“你就是帮助‘怪味苏’女士的‘兵哥哥’？”
“是的。”
“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说实话，不太记得，但有点印象。”这位
“兵哥哥”名叫沈家余，今年21岁，与记者交谈
时，写满了一脸的羞涩。他说，其实很多细节
都是从“怪味苏”女士2月9日发布的《一封无
法寄出的感谢信， 两位暖遍朋友圈的“兵哥
哥”》文章中回忆的，“仔细想起来，我和她一
共说了四句话。”

2月9日下午，“怪味苏” 女士计划搭乘
K9066次列车从张家界返回长沙， 不料春运
期间旅客大增，加之手中行李超多，一度陷入
囧境。

今年春运期间，武警张家界支队派出100
余名官兵，在各大景区、火车站、中心汽车站
等人流量大的集散地担负安保执勤任务，并
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没想到两度得到‘兵哥哥’的帮助，‘囧途’
变‘暖途’呐！”感动不已的“怪味苏”，回到长沙
就在自己开设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感谢信。随

即，朋友圈里开启了疯狂的“找人”模式。
“不要写我，这是我们执勤战士的集体荣

誉。”沈家余谦虚地说。
当记者问及哪个瞬间最令人感动时，眼

前的沈家余仿佛立马变了一个人：“帮助一个
老人提运行李后， 他站在车厢门口给我敬了
一个军礼。”话音未落，一个标准的军礼出现
在记者眼前。

“很遗憾的是， 我们只找到一个‘兵哥
哥’，另一位由于信息有限，实在找不到了。”
武警张家界支队机动中队排长王晓明说，当
感谢信的链接发到工作群后， 他一看到照片
就认出了沈家余，“春运执勤工作得到大家的
肯定，我们心里特别温暖。”

“另一位‘兵哥哥’什么时候能找到？”
“执勤战士都说不用找了，因为每天这样

的事情太多了，根本记不起来了，而且这是我
们的任务。”王晓明说。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刘跃兵）2
月12日，尽管室外温度低至0℃，但永州市
冷水滩区高科技园内的湖南奔腾文化创
意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一派繁忙，公司生产
的“立体弹跳书”全部销往欧洲，目前，公
司订单已经排到年底。到今天，该区90%
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复工生产。

近年，该区大力支持工业企业加大技
改和创新力度， 不少企业因此订单不断。

同时，早在春节放假前，该区组织干部职
工深入企业了解企业所需，为企业解决新
年开工生产所面临的资金、原料等问题和
困难40多个。该区还抓住春节假期大量农
民工返乡的时机，深入村组招工，有效解
决企业用工难， 推动企业节后及时复工。
金钻有限公司新入职员工李军介绍，公司
的高薪和福利，让他毅然离开工作过20年
的深圳，在家乡就业。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 记者 肖洋桂）春节假期刚过，临澧
县工业企业陆续复工生产，开足马力赶订
单，力争取得“开门红”。2月12日，记者走
进临澧经开区安福气门、九鼎农牧、天裕
纺织等企业车间， 发现工人们已到岗生
产，忙而有序。

临澧经开区共有78家规模以上企

业，至2月12日，已有55家开工生产。园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工企业队伍稳定、
运行正常， 电力、 原辅助材料等供应充
足。2月15日前，规模以上企业将全部复
工生产。

根据目前的产销情况，预计今年一季
度，园区规模以上企业将创产值18亿元以
上、可实现税收近5000万元。

衡东规模以上企业
开工率达八成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通讯员 周健 阳程杰
记者 陈鸿飞）机械手紧张有序地工作，设备旁的
电子显示屏记录具体的生产制造流程……今天
上午， 记者在湘油泵智能数字化生产线看到，与
普通的泵类生产线相比，该公司的智能数字化生
产线，不需要工人在设备旁辅助操作，通过集成
化应用优化流程，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作为衡东县工业经济“领头雁”，湘油泵公司
已全面复工复产。2月11日是春节长假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衡东县已有17家企业复工复产，各大
小企业生产车间里， 隆隆的机器声不绝于耳，在
开足马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创大钒钨作为衡东县委、县政府第一批重点
帮扶的“三强企业”，经过两年的发展，走出了困
境，去年实现税收2000万元。今年，该企业立下实
现产值4个亿，创税3000万元的目标。

衡东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到正月
初八，全县118家规模以上企业开工率已达八成。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跃华

炉火熊熊， 将整个车间烘烤得温暖如
春，一块块巨大的平板玻璃从日产千吨的生
产线的传送轮上，缓缓送进成品车间。春节
期间，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开足
马力，加班加点忙生产。在青岛啤酒（郴州）
有限公司的装车区，复工的工人们正在将第
4批订单的1200件啤酒装车销往市场。

2月12日，记者走进资兴市经济开发区，
几十家春节期间未停产或已复工的企业已
是一片繁忙景象。

“上个月，公司用于占领高端市场的1升

装原麦鲜啤生产线已经正式投产， 产能达
1500瓶/小时。”青岛啤酒（郴州）有限公司总
经理毕善好介绍，春节假期该公司实现啤酒
产量7529千升，全部卖光，预计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50%左右。

距青岛啤酒（郴州）有限公司不远的地
方，是郴州伟丰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
理欧阳红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是正月初七复
工的，开工率和员工到岗率都超过了95%。车
间的200多名员工正在赶制刚接到的知名电
子游戏“堡垒之夜”的游戏角色公仔订单，销
售额达1100万元。

据了解，为确保企业在春节假期正常生

产，资兴市在节前就对该市规模以上企业的
生产经营，进行了精心调度。一方面，全力保
障企业的水、电、油、气、生产原料等生产要
素的供应， 帮助资金短缺企业顺利融资；另
一方面，协助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和员工的稳
定工作，还提醒企业强化生产经营管理。

资兴市经信部门统计，春节假期，该市
共有华润电力、东江水电厂、丰越环保、杉杉
科技等10多家重点企业正常生产。节后上班
第一天，资兴市主要领导又率相关部门对规
模以上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进行了调度。到目
前，共有30多家企业复工，其他大部分企业
也将在2月19日（正月十五）以前相继复工。

暖遍朋友圈的“兵哥哥”找到了
“兵哥哥”说：“这是我们执勤战士的集体荣誉”

企业新春开工火

冷水滩九成以上工业企业复工

临澧经开区规模企业忙复工

通讯员 谢湘艳 朱琪瑞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安全绳穿戴紧固，安全帽佩戴好，确
定防护就位， 可以进行登塔作业！”2月13
日， 在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衡阳电务段邵
东通信工区，25岁的张贤站在一座约50米
高的通信铁塔下，准备攀爬。在他身后十余
米，一趟列车呼啸而过。

列车在运行过程中， 需要通过无线通
信，与调度指挥中心保持联系。一旦无线信
号不稳定， 将会给列车运行带来重大安全
隐患。这些无线信号，通过铁道线外的一座
座通信铁塔来传输。

张贤， 负责着工区内通信铁塔的日常
检修工作。和张贤一样的铁路通信工，因为
需要攀爬至数十米高的铁塔进行作业，被
称为铁塔“蜘蛛人”。

经过近二十分钟的攀爬， 张贤到达了

铁塔的一层塔顶。 这里有两台被喻为铁路
“千里眼”的视频摄像机及控制箱，用于对
铁路线的实时监控。张贤迅速取出工具，对
“千里眼”的电缆芯线进行检修。

“检修完毕，再往上！”张贤又继续往上
爬了几米， 来到了用于悬挂天线的二层平
台。 这里已是铁塔最高处， 张贤却镇定自
如，熟练地完成了作业。

爬塔看似技术含量不高， 却非人人可
以胜任，必须得考取“登高证”。尤其是常年
高空作业，“蜘蛛人”得学会保障自身安全。

为此， 张贤自创了一套登塔口诀：“安
全用具佩戴好，安全绳索要系牢，一步一扣
安全带，安全检修要确保。”

目前，衡阳电务段管内的铁塔总计277
座，塔高20米至50米不等。今年春运期间，
铁路运输更加繁忙，为守护列车运行安全，
一名名“蜘蛛人”活跃在一座座铁塔上，一
步一步，向上攀爬。

铁道线旁的“蜘蛛人”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唐星波）今年农历新年以来，全省
普通公路着力提升服务质量， 出动路政人
员近万人次上路保畅， 确保过往车辆平安
通行。截至2月13日，全省公路运行平稳。

“旅游路上有你们真好！”2月10日，来
自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的7位小车车主向
公路人伸出了大拇指。当天，因桥面结冰，7
台自驾游小车被困于百丈峡溪5号桥上。张
家界武陵源区公路局立即组织路政、 养护
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撒盐、除冰等救援服务，
经过70分钟的紧急作业，7台被困车辆安
全下桥。

春节假期，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日均接待

游客近10万人次，景区旅游交通安全畅通。
春运以来， 全省国省干线公路车流量

明显加大。永兴县鲁永超限检测站，开展了
“五个一”的春运服务活动，通过一声问候、
一张笑脸、一杯热茶、一袋方便食品、一封
慰问信，为货车司机提供免费爱心服务，有
效减少了超载事件。

据省公路管理局介绍，今年春运期间，
全省公路系统通过改善公路服务区环境，
增设服务人员和物资，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了普通公路服务质量。 自农历新年以
来，截至2月12日，全省公路路政人员累计
为过往车辆提供服务3544次，救助被困车
辆669台。

全省普通公路着力提升服务质量
近万人次上路保畅，提供服务3544次

2月13日， 长沙高铁南站京广高速线1601基站， 铁路通信技术人员爬上30余米高的
GSM-R通信铁塔进行巡视检修。春运以来，长沙电务段长沙南通信工区技术人员加强对区
内32座通信铁塔的巡视检修力度，确保春运期间高铁安全运行。 傅聪 宛俊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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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雷振华）
“农行永州分行900万元的贷款已到账，今年我们要大干一
场。” 今天， 在湖南和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新春动员会
上，董事长曾健青向全体员工发出动员令。湖南和广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是永州市首家获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的企业，并获得了欧美有机食品认证，开发的产品市场反
响较好。

为支持和广生物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农行永州分行推
出一系列信贷额度灵活、贷款期限适配、担保方式多样、利
率优惠的融资服务产品。目前，该行已对全市13家科技企
业投放贷款1.32亿元，累计投放“科创贷”8.98亿元。如为湖
南宇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累计贷款4000万元，帮助公司建
成杏鲍菇瓶载自动化生产工厂。

“主动对接、上门服务，为科技型企业持续提供‘金融

活水’。” 农行永州分行行长尚前介绍，今年，农行永州分
行借助“科创贷”平台，制定联动机制，采取金融服务优先
受理、调查、审查、审批、上报、落实、到位等办法，助力科技
企业快速发展。

农行永州分行助力科技企业发展
累计投放“科创贷”近9亿元

春运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