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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刘昭)12月6日，在湖南东亿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邵东工厂，新增的 10 条生产线正
在试运行。据介绍，4 年时间，经过自动化
生产改造的东亿电气，产能增长近 4 倍，市
场扩张到全球，成为全球最大打火机生产企
业。

东亿电气成立于 2009 年，与众多邵东
小企业一样，以前以小作坊生产，以国内市
场为主。2015 年，该公司开始进军海外市
场。在进军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品质不稳

定、产能跟不上等矛盾开始凸
显。2016 年，公司决定进行自
动化生产改造,前后耗资2亿元
以上，对所有生产环节进行了自
动化改造。
“以前，一个车间要挤下近

200人工作。人挤人，生产环境杂乱。”该公
司副总经理白家宝给记者列举了几组数据：
自动化改造前，工人1.4万人左右，日产打火
机100万只；现在工人1400人左右，日产打
火机400万只。目前，该公司这样的工厂还
有2家,年产打火机达20亿只,产量占全球六
分之一，成为全球第一大打火机生产厂家。

目前,在东亿电气，每天有8个货柜从这里
运出，经宁波、上海港，海运到全球市场。“95%
的产品出口，订单式生产，没有库存。”白家宝

告诉记者,以前，主要市场在东南亚、非洲等欠
发达地区，产品以薄利低端为主。现在，除了
两款固定的低端产品外，公司把主要精力放在
中、高端产品上，主攻欧美等发达市场。

据介绍,公司每年的研发费用在500万
元以上,高端雪茄点烟器、煤气灶点火专用
打火机等，在欧美市场大受欢迎。2018年，
为进军美国市场，东亿电气专聘 5 名工程
师，进行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3 个月时间，
产品顺利上市,目前在美国市场销售额近
5000 万元。2018年度，东亿电气产品8个
系列100多个品种销往全球86个国家和地
区，总产值达10亿元，创外汇1.35亿美元。

“现在，公司中、高端产品占比已达
40%，未来，这一比重还将继续加大。”白家
宝表示。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龙文泱）今
天，湖南省演艺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启
动“2020新春演出季”。2020年元旦、春节前
后，该集团将为国内外观众献上 300 余场各
类演出。

“新春演出季”是省演艺集团于 2015 年
开始打造的演艺项目，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
已成为湖南的文化品牌。本次演出季，省演
艺集团旗下各单位准备了丰盛的“演艺大
餐”，涵盖交响乐、民乐、杂技、舞剧、话剧、儿
童剧、歌舞等多种舞台艺术门类。

省演艺集团董事长吴友云介绍，本次演
出季呈现出新年音乐会丰富多彩、“纯粹中
国”国际演艺品牌密集海外巡演、惠民演出进
一步深入基层3个特点。

新年音乐会包括湖南新春音乐会、长沙
新年音乐会、2020 湖南大剧院新春音乐会、
2020湖南省演艺集团新年音乐会、华人文化
大讲堂新年音乐会等，谭盾、肖鸣等国内外著

名指挥家和演奏家将携手广州交响乐团、长
沙交响乐团等国内优秀乐团，为观众送上新
春祝福。

在 300 余场演出中，“纯粹中国”海外巡
演占了半壁江山。“纯粹中国·中国杂技”2支
演出团队将于12月10日起航，赴西班牙、德
国、荷兰、瑞士、奥地利、捷克等国家的102个
城市巡演，演出场次将达到 150 余场。省演
艺集团与省侨联等机构联合组成的“纯粹中
国·美丽湖南”艺术团，已展开在博茨瓦纳、赞
比亚、肯尼亚等国家的巡回演出。此外，还有
民乐、歌舞等演出团队将陆续赴国外演出。

演艺惠民进一步深入基层。由省演艺集
团旗下各文艺院团组成的演艺分队，将为花
垣县十八洞村、桑植县夹河坪村等地送上惠
民演出 50 余场。该集团还将与省直工会合
作推出百场演艺进基层活动，将《耿飚将军》

《十八洞》等原创精品舞台作品送到城市社区
和偏远乡村。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袁占军)由省发改委等八个省直部门联合
制定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验收销号（行业）
标准》近日已在全省实施。省突出环境问题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整改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来，我省已出台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验收销号系列文件，有
效解决了市县反复反映的整改销号程序不
明、标准不统一问题。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标准，一直是困
扰地方整改责任单位的难点。省整改办认真
总结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销号工作，对
照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办和华南督察局的认定
标准以及相关文件精神，陆续出台了系列文

件，包括今年6月印发的省级环境保护督察交
办问题整改销号指导意见、9月印发的做好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销号工作的通知、11月
印发的长江经济带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销
号工作方案等。

系列文件明确，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销
号总的标准是“污染消除、生态修复、群众满
意”，即环境污染得到治理，自然生态得到修复，
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回应；明确了涉及8个牵头督
导省直单位的21类问题的具体销号依据和行
业标准，以及长江经济带披露的18个问题的

“一问一策”验收标准；明确了销号流程和销号
台账制作等统一的工作要求，坚决杜绝类似“一
律停产”等“一刀切”式的表述。

东亿电气：打火机“火”遍全球

幸福家园
12月6日，双峰县井字镇莲
花山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扶贫车间、文化广场、
居住楼、服务楼等错落有
致。该安置点于去年底投入

使用，147 户易地扶贫搬迁
户陆续搬迁入住。今年，镇
里引进企业在安置点旁设立
扶贫车间，建起了文化广
场、社区服务中心，并整理
出 10 余亩菜地，解决了搬

幸福家园
12月6日，双峰县井

字镇莲花山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扶贫车
间、文化广场、居民楼、服
务楼等错落有致。该安
置点于去年底投入使用，
147户易地扶贫搬迁户
陆续搬迁入住。今年，镇
里引进企业在安置点旁
设立扶贫车间，建起了文
化广场、社区服务中心，
并整理出10余亩菜地，
解决了搬迁户的文化娱
乐和日常生产生活需求。

李建新 摄

湖南省演艺集团
“2020新春演出季”开启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验收销号有标准
有效解决市县反映的整改销号程序不明、标准不统一问题

走上高质量发展
专业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