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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里逃生的抢险，他回忆时带着微笑
没有“超能力”可不行的消防员畅谈他们的“百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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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获悉，湖南省
郴州市正式出台《郴州市消
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若干措
施》，明确了消防救援人员的
各类优待政策。

《措施》 明确将执勤训
练、高危岗位、全勤值班等补
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纳入
综合绩效等考评奖励范畴。
开通“绿色紧急就医通道”，
实行消防救援人员因战、因
公、 职业病医疗全额报销制
度。 消防救援人员因公牺牲
或评定为烈士， 其家属按规
定享受抚恤优待。 消防救援
人员参照行政单位在职人员
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及标准
统一进行保障， 享受政府公
共租赁住房政策， 并予以优
先保障。

郴州市消防救援人员子
女入学参照教育部、 总政治
部《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
通知精神予以照顾安排。消
防救援人员凭有效证件享受
免费或其他优待政策。

《措施》还明确支队为财
政一级预算单位， 执行重大
任务、 项目建设及装备建设
等专项支出由当地财政予以
保障。 消防救援车辆免收车
辆购置税、 车辆通行费和停
车费。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赵军

拯救地球的超级英雄活在
电影里， 身边的英雄在哪里呢？
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消防员。
大到起火地震， 小到卡手卡脚，
英勇的消防队员都会冲在前面。

“百宝箱”日新月异
惊险的工作见证他们成长

为啥他们看上去无所不
能，任何危险都能处置？消防队
员黄扬说， 一整辆消防车都是
他们的“百宝箱”，里面的宝贝
样样都了不起。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好像
消防员只会救火，其实不全面，
我本人就是从事抢险救援的。”
黄扬三十出头，总是笑眯眯的，
看起来非常亲切。 高考结束以
后， 他在爸妈的建议下去当了
兵。“以前是战士， 现在是应急
抢救队员，身份有变化，做的工
作还是一样。”

黄扬在消防队已经呆了十
年，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与死神
擦身而过。“那是一次抢险救
灾， 当时我差点被坍塌的屋顶
砸中， 幸好被班长拉了一把才
逃过了一劫，也算死里逃生了一
回。”原本很惊险的故事，黄扬讲
起来仍是带着微笑，他说，这就
是工作带给他的成长。

“这是液压破拆工具组套，
这件工具的扩张力是21吨，可以
为受困者打开逃生通道……”巨
大的消防车暗藏玄机， 侧面的
几扇门打开， 里面全是很少见
的救援工具， 黄扬神采奕奕地
介绍说， 眼睛里闪着自信的光
芒，“新工具总是推陈出新，我们
永远是边学边做，和工具做好朋
友我们才能更好地工作。”

不希望使用“超能力”
更希望大家增强安全意识

说到消防队员的“超能
力”，黄扬认为，专业的训练、不
断地学习与责任心和使命感是

基本， 那些先进的救援设备也
让他们如虎添翼。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消防
队员们更希望大家增加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最好不要
让他们使用“超能力”。

救人是件很有成就感的
事，但提到平时最多的求救，黄
扬却有些哭笑不得。“戒指卡
手。有时候一天遇到好几起，我
也不知道为什么。”黄扬和队员
们笑着说， 也许有些人是睡一
晚手指就长胖了。

“哇！你看，真正的消防员！”
一群来消防队参观的小朋友们
围了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一身
橙红色制服的黄扬连连惊呼。黄
扬说， 很多人都崇拜自己的职
业，但有一个人不喜欢，那就是
自己的爱人，“我们大部分的时
间都要执勤、战备、训练、出警，
能陪伴她的时间太少了。”

采访快结束时警铃声突然
响起，黄扬脸色一正，向我们招
招手， 和队友们快速奔向了消
防车。

———劳动者的“百宝箱”之一

即将到来的五月， 因为很多
节日而变得特殊。 比如劳动节之
后就是青年节，这两者之间，其实
是一脉相承的奋斗与青春。

记录奋斗的热情， 我们将镜
头对准5名普通的劳动者，有勇于
奉献的消防队员， 有帅气热心的
铁骑民警， 有潇洒仁爱的骨科医
生，有细致专注的机修技师，还有
美丽时尚的美甲师。 看似毫不相
干的几个人， 共同特点就是非常
热爱自己的工作， 在平凡的岗位
上闪闪发光，那看似微小的努力，
温暖了整个城市。

爱岗敬业， 努力维护好自己
的小家， 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服
务大家，共同建设美丽的国家。从
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看到， 不是只
有年轻人才要奋斗， 而是奋斗者
永远年轻。对生命的尊敬、对生活
的热爱、 对职业的自豪和对自我
的肯定， 是每一位奋斗者无悔的
青春。

今日起，本报陆续推出这5期
视频融媒体报道， 还将在新湖南
都市频道、三湘都市报官网、三湘
都市报官方微博、 三湘都市报微
信公众号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扫版面右上角二维码看视
频报道）
■文/记者田甜郭辉图/记者顾荣

视频/记者 王珏 何佳洁

◆曾辉遗失中国人寿保险单，
保单号分别为：805112018430
122007466、80507201843012
2008491，特此声明。

◆蒋宁兰遗失普通话证书，证号
湘 05500X0900643 考试时间 20
09年批次 02等级二级乙等，声明作废。

项目概况：衡阳迅发塑胶科技有
限公司拟在衡南县三塘工业园
建设“衡阳迅发塑胶科技有限公
司 PET 塑料加工项目”，项目建
成后主要是进行塑料破碎、造粒
及拉带生产。 建设单位：衡阳迅
发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总 13922364521
环评单位：湖南汇恒环境保护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0731-89838632

衡阳迅发塑胶科技有限
公司 PET 塑料加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项目概况： 湖南广裕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拟在祁东县归阳工业园
建设“年产 20万立方汽车泡棉项
目”，项目建成后主要是进行丁腈
泡棉、三元乙丙泡棉、硅胶泡棉三
种汽车泡棉生产。
建设单位： 湖南广裕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总 13906127775
环评单位： 湖南汇恒环境保护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0731-89838632

年产 20万立方汽车泡棉项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公 示

项目概况： 祁东东升家庭农场拟
在祁东县砖塘镇龙溪村建设“祁
东东升家庭农场种养基地建设项
目”， 项目建成后年出栏 9800 头
生猪，年存栏 4900 头猪。
建设单位：祁东东升家庭农场
联系人：周总 13017178828
环评单位： 湖南汇恒环境保护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0731-89838632

祁东东升家庭农场种养基地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七里松风电场位于益阳市赫山
区泥江口镇和桃江县灰山港境
内，设计安装 28 台单机容量
2.5MW 的风电机组，装机规模
70MW。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
作日内，公众可通过电话、信件、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
环评单位提出意见。 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为工程建设涉及到
的可能受影响的公众及附近的
单位和组织、当地相关政府部门。
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cgnne.com/cg
nne/xwzx2019/2019-04/28/
content_14987a67953d42b9
95ab410114aa13cc.shtml
联系电话：13467678488；
邮箱：22048021@qq.com。
公示发布单位：
中广核益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9 年 4月 29日

中广核益阳七里松
风电场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表(征求意
见 稿 ) 信 息 公 示

◆汪潇、肖亚夫妇之子汪以慕遗
失 2016 年 2月 21日出生在马迹
塘镇卫生院的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P4308247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专属业
务部遗失交强险批单 7份，16
43002131-341643012280-8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元区壹零壹零影视教育工作
室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元分局 2016 年 8月 3 日核发
注册号 430211600193338 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长沙市餐厨垃圾无害
化处理技改项目。
项目概况：本项目在现有的长沙
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内进
行，主要是现有设备以及环保设
施的升级改造， 技改完成后本项
目建设规模为处理餐厨垃圾：800t/d。
二、环评、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
式。项目建设单位名称：湖南联合
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杉
联系电话：13637492520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 中煤科
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璐
电话：0731-84162899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
范围内的任何受项目影响的公
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代表，其他公
众也可发布对项目在环保方面的
意见和看法。
四、 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及
具体形式
自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公
众可以电话、 邮件等方式联系建
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
表全文可见：http://www.hnlhcc.
com/news_view_230_109.html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
司长沙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
技改项目环评影响评价公示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84464801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减资公告
岳阳贰叁肆捌国际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
资本从 300 万元减至 50 万元，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李涛 13907300603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丰盛生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冷水江市工商质监局
2018 年 4 月 26 日核发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3431381MA4PHW
QX2C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周颖遗失湖南商学院北津学
院学位证书，编号：126514201
3001269，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汉臣石化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解散公司，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双君，电话 18603712265

遗失声明
湖南竹亿轩家纺有限公司遗失
已作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
发票代码：4300163130，发票号
码：0213893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南
湘西吉首牯牛坪加油站（税
号：91433100058014851B）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043001700107，发
票号码：358061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煤炭坝镇棤树村百家强
门业厂遗失财务章、 法人黎平
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刘珊珊遗失湖南生物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报到证，证号 201712
343301349，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捷美义齿制作
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70000608301，账号 190
76023091000014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臻铂汇餐馆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代
码 043001800104，号码 623101
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互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0338416425F）
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7 份
（抵扣联和发票联），发票代码：
4300183130，发票号码：042
37407 至 042374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闽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
510043338301，账号 80081
0700215645640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易俗河凤凰路匹克店遗
失湘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0
年 6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30321600122
03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宇奇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虢交勇 电话：13077371678

◆张有志不慎遗失注册公用设
备工程师（动力）证，证件编号:
CD 164300128，声明作废。

◆齐乐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43
3218020415，特此声明作废。

◆王昌龙遗失湘 HA5055道路运输
证,证号:430902201034,声明作废。
◆孙浩棋（父亲：孙勤，母亲：吴帝
君）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43006466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五里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黄传登,电话:13973477677

◆刘源(父亲：刘天生，母亲：杨望
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25982，声明作废。

◆邓兰青遗失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毕
业证,证号№ 000913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智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
274591427XT）遗失公司银行
印鉴一枚（赵梦思私章），特此
声明作废。

◆杨争遗失普通话证书，证号湘
05500X0900698 考试时间 2009
年批次 02，等级二级乙等，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泉塘街道赫瑞兹幼儿园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筑家装饰装修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隆回县支行核
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54000504702，声明作废。

◆胡波遗失由耒阳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发给的湘（2018）耒阳市
不动产权第 0016037号不动产
权证，声明作废。

编者按

郴州正式出台消防
救援队伍优待政策

人物：黄扬 行业：消防员
关键词：爱工作 爱人民 爱老婆

黄扬展示为受困者打开逃生通道的液压破拆工具套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