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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唐明

赵应华在他偌大的办公室，挂了一幅

整墙大的中国地图， 他用心经营着自己

“在祖国各个省市留下建设的足迹” 的梦

想，如今地图上交通网络密布，印证着他

辛勤的结晶。

十年来，赵应华带领湖南邵阳公路桥

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转战祖国大江南北

修路架桥。从去年开始，更是扬起了进军

国外工程领域的大旗。

邵阳路桥，在赵应华任董事长、总经

理的这十年来，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快速的

成长期， 公司年产值从2001年的5000万

元，增长到2010年的7.13亿元。

一支曾经并不起眼的“地方军”，何以

迅速崛起、能征善战？这背后究竟有哪些

耐人寻味的故事？

敢打硬仗，铸造大品牌

2001年8月， 上任伊始的赵应华就接

到一个“烫手的山芋”：原中标承建潭邵高

速公路19C标的一家省级施工单位退场

了， 要承建潭邵高速19A标段的邵阳路桥

接替，续建19C标工程。

在此情形之下， 若不采取非常措施，

项目将成为制约整条线路施工进度的瓶

颈。 业主在非常焦虑和万般无奈之下，只

有走马换将，把在相邻标段表现突出的邵

阳路桥推到了风口浪尖。

面对业主的信任和重托，公司上下喊

出了“邵阳路桥不当孬种”的口号。赵应华

亲自担任19C标工程指挥部指挥长， 抽调

精兵强将组建项目经理部。

由于承建潭邵高速19C标业绩突出，

公司荣获“优秀项目经理部”、“湖南省重点

工程建设先进单位”、“湖南高速公路劳动

竞赛先进单位”等称号。2003年3月，该标

段被交通部评为“优质工程”。

自此，邵阳路桥在业界声名鹊起，迎来

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冲出湖南，捕捉大机遇

邵阳路桥始建于1962年， 在公路建、

管、养方面有40多年的历史。

赵应华出任邵阳路桥董事长兼总经

理之初，即立下新目标———带领邵阳路桥

人冲出湖南，到全国各地去一试身手。

“只有走出湖南， 才知道天高地阔，才

有更多做大做强的机会。” 在赵应华的鼓

舞下，一个“扎根省内，开拓省外”的经营战

略很快出台。

第一步是寻找出击目标。2002年底，

邵阳路桥搜集了全国各地的公路建设信

息，进行分析比较后，决定首先进军内蒙

古高速公路建设市场， 参加老（爷庙）集

（宁）高速公路第一标段的投标。

“从最远处做起，从最难处做起，才能

检验我们的真本事，树起邵阳路桥响当当

的品牌。”为确保竞标成功，“霸蛮”的邵阳

人赵应华， 派出了最强的领导和技术力

量。

最后综合评定的结果，尽管有十多家

省、部级公司竞争，唯一的市级公司“邵阳

路桥”以最高分脱颖而出。

此后，邵阳路桥在内蒙又连中数标，在

东苏高速、哈磴高速、巴银高速等项目上

继续施展拳脚。 东至海拉尔的辽阔草原，

西至阿拉善的茫茫戈壁，都开始飘扬邵阳

路桥的旗帜。

锤炼团队，寻求大发展

一家市级路桥企业，缘何在全国公路

建设市场如鱼得水？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我担任这家

企业负责人的十年， 每天都面对安全生产

高压线，特别是晚上12点以后，如果项目上

打电话过来，人就会很紧张。”在赵应华看

来，质量是邵阳路桥走向市场的通行证。

为此，赵应华全力推行科学管理体系，

做到赏罚分明。从项目经理、各部门负责

人到各工区长、施工员等，都要交一定数

量的风险抵押金，强化责任意识，为工程

质量合格率达到100%、优良率达到90%打

下坚实基础。

此外，邵阳路桥给自己订制度、设关

卡， 严把施工关。“必须确保质量万无一

失。”赵应华说。

十年间， 邵阳路桥产值的年均增速超

过了20%，但赵应华仍有危机感，他不觉得

这样的现状可以一直持续。

他正着力推进的是， 要把路桥建设占

比逐年降低到60%， 市政道路建设项目总

量，要慢慢增长到30%，而另外10%，则留给

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提质，是时候了。”

而十年如一的执著耕耘，邵阳路桥亦赢

得了天下美名。“双文明先进单位”、“重合同

守信用单位”、“诚信示范单位”、“湖南省先进

施工企业”、“全国诚信建设优秀施工企业”、

“中国管理竞争力百强企业” 等荣誉接踵而

来。现在，邵阳路桥正朝着“行业一流企业、国

内知名品牌”的目标大步前行，续写新的传奇。

周三上交所金属强势上攻， 沪铅、沪

锌领涨商品市场。 沪铜1109合约上涨

1360元，报收72460元/吨；沪铝1109合约

上涨145元，报收17400元/吨；沪锌1109

合约上涨455元，报收18325元/吨；沪铅

1109合约上涨560元， 报收17695元/吨。

经过前两日的技术性回调，沪金属再度展

现强势， 表明目前上涨趋势仍在持续，多

单后期可继续持有。

受ICE原糖期价大涨创历史新高影

响，周三郑糖期价强劲拉升收于日内高点

附近， 主力合约SR1201报收于7288元/

吨，涨224元。郑糖期价再次偏离5日均线

快速拉升，持仓持续增加，目前盘面显示

期价处于急拉阶段，急拉过后需谨防高位

回调整理。

IF1107周三低开震荡上涨，报收中阳

线，成交和持仓环比减少。部分资金开始

移仓IF1108合约，IF1108合约成交和持

仓大幅增加。

现货沪深300指数受统计局公布上半

年经济数据好于市场预期影响高开高走，

报收光头光脚中阳线， 再次站上年线，短

线止跌明显。短期外围的不利环境形成一

定的负面影响，短期股指上行空间比较有

限。注意3136点的阻力及3080点的支撑。

预计周四IF1107合约在3140-3080点区

间波动。 建议投资者日内短线高抛低吸，

注意止损。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期货知识

什么是套利交易？

套利交易是指利用相关市场和相关

合约之间的价差变化，在相关市场或合约

上进行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以在价差发

生有利变化而获利的交易行为。

省体彩中心组织

无偿献血

本报讯 7月11日，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党支部组织党团活动， 号召中心党员、团

员及工作人员参与无偿献血活动，省体彩中心

书记龚智超等党团干部带头参与。这也是省体

彩中心继去年底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之后，又一

次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在献血现场，龚智超还填写了中华骨髓库

志愿捐献者同意书，志愿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其他参与献血的人员在龚智超

的带领下也纷纷填表，参与体检。

龚智超介绍， 湖南体彩一直致力于社会公

益慈善事业，今年“湖南体彩爱心行”活动先后走

进长沙、郴州、张家界及益阳等地，为福利院的老

人与儿童、贫困学校的学生、以及农村村民捐赠

体育健身器材，展现了体彩公益形象。 ■孙涛

上交所金属市场延续上扬态势

赵应华：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水井坊·第十届湖南十大杰出经济人物

长春于药师“五香”联用

治口臭长春于药师

有绝招， 只需一粒豆大

黑丸， 含 30秒吞下，当

场清新口气，15 日彻底

除口臭， 部分人身体还

会散发淡香。 这神奇药

丸正在长春口

臭患者中流行。

于鑑衡 ，

国家执业药师，

他总结现代人

由于思虑过度、着急上火、过食肥甘，生活不规律

等原因，使体内阴阳失衡，浊气过盛，上逆外溢，就

形成口臭或体臭，如不及时调理，浊气侵淫脏腑，

会引发多种疾病。 于药师根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

方》卷六：五香丸，治口及身臭……常含一丸如大

豆，咽汁，日三夜一，五日口香，十日体香，二七日

衣被香（摘自 1999 年版《备急千金要方》198 页），

结合现代人口臭病因，以丁香、藿香、零陵香、青木

香、甘松香五种天赋异香之草药，辅以当归、槟榔、

豆蔻、白芷、黄连秘炼成丸，共奏升清降浊之功，

“五香”化“五浊”（五浊即口浊：口腔炎症、溃疡，牙

渍臭；胃浊：脾胃伏火，积食；肠浊：肠燥便秘；肝

浊：肝火旺；体浊：体臭），治口臭百发百中。 每次含

30秒，用所化津液漱

口吞丸，当场祛口臭，

3 日后口气清新，胃

不胀不酸，口腔溃疡

消失，15 日大便通

畅、口臭、

牙渍臭彻

底消失 ，

对各种原

因造成的

口干口苦口臭均有疗效，老人孩子皆可服用。

于药师深知口臭之苦， 遂将该方报请国

家批准生产， 国家批准命名为“于药师五香

丸”。 于药师一生与药为伍，生平所愿即是让

人药到病除，同时出于自信，他承诺，按疗程

购买五香丸，均可获赠 1 盒，服用无效全额退

款！ 患者可拨打 0731-82033306

咨询

送货或

到 长沙市东塘养天和星城大 药 房 （百 幸

鞋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 、东塘店）、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 、 南门口好又多 药

号 、益阳桥南家家康大药房、株洲平和堂药号 、

永州冷水滩五洲大药房、浏阳钰华堂大药房、湘潭基

建营福顺昌医药堂、常德武陵阁大药房购买 。

（省内各地市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含30秒吞下去

口苦口臭不见了

30 年的老便秘，只需服用一粒就通便，而且不

腹泻、不腹痛，如今此药已经使数十万患者受益，而

这个药方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孝顺博士

为父治病的故事。

谈运良，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西医博士，是有名

的孝子，曾经他的父亲患有严重便秘，平日腹胀难

忍，多方治疗也不见成效。谈博士有些汗颜，自己身

为医生连父亲的便秘都治不好。 所以下定决心为父

亲一定要攻克便秘！ 他查遍古今研究发现，便秘是

由虚证引起：气虚则肠无力、蠕动慢；血虚则津液

少、无法润滑大肠。所以治疗便秘要以补养为主。常

规药物以导泻为主，越泻越虚，便秘就更加严重！

经多年研究谈博士创造性的选用三参（苦参

10 克玄参 7 克、 西洋参 15 克）， 并以辅以芦荟 5

克、厚朴、枸杞各 10克，蒸煮熬焙，每日一次。 谈父

服用后，果然神奇，即没腹泻，也没腹痛。 2 个月便

秘康复，以后一天一

次香蕉便。谈博士总

结此方可大补气血、

协理阴阳，给肠道直

接补充营养，当天即

可顺畅排便。 如今谈

父已 70 多岁高龄身

体健朗，连感冒都不

容易得， 精气神十

足！ 谈父对其说，别总想着治大病，治好便秘也是造

福百姓！ 于是，谈博士将该方报请国家批准生产，并

利用美国生物技术提纯浓缩，服用一粒即可松软排

便，所以被国家命名为“排毒一粒通”。

不腹泻、不腹痛，排香蕉便，无效退款！ 谈博士不仅

对父至孝，对患者也是高度负责，工作一丝不苟，成绩

斐然，故被国家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出于对患者负责，

谈博士保证，绝大多数患者仅需一粒，严重患者服用两

粒，12小时即可排出香蕉便，2个月绝大多数患者可停

药 ，5 日 内 无 效 可 全 额 退 款 !

患 者 可 拨 打

0731-82083489咨询送货， 或到长沙市东塘养天和

星城大药房（百幸鞋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

店）、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南门口好又多药号、益阳桥

南家家康大药房、株洲平和堂药号、永州冷水滩五洲大

药房、浏阳钰华堂大药房、湘潭基建营福顺昌医药堂、常

德武陵阁大药房购买,各地市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武汉一孝子为父创奇方

一粒通便秘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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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应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