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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家园 大义为先
——
—湘潭华银应急救援小分队抗洪抢险记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蒋睿
通讯员 肖向民 曹毅

8月17日，记者来到位于湘潭市雨湖区护
潭广场的湖南华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采访。
走到酒店办公区域过道时， 一串咳嗽声从董
事长付锡文的办公室传来。
董事长助理赵思骐说：“付总咳嗽一个多
月了，仍未得到根治。 这是他在抗洪抢险中落
下的病根。 ”
6月底7月初， 湘潭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
洪水。 湖南华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组织的华
银应急救援小分队在第一时间集结， 奋战在
雨湖区姜畲镇争光堤、团结渠畔，守护大堤后
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前不久召开的雨湖区抗洪抢险总结表
彰大会上， 雨湖区委书记王永红说：“华银应
急救援小分队是抗洪抢险的生力军， 他们兑
现了出发前许下的‘人在堤在’的承诺。 ”

“创新和开放，是永州未来5年工作
的重中之重。 ”8月18日，永州市委副书
记、 市长易佳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按照“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战略总方
向，永州市根据实际，出台了“1+3+5”
的政策措施，筑牢开放口岸平台，大力
实施精准招商， 打造创新开放新高地、
建设品质活力新永州。

扶贫故事

建设 开 放 平 台 ， 助 推 外
向型经济发展
制定战略只是开始，实施战略才是
关键。 易佳良说，发展开放型经济，离不
开开放口岸平台的建设与完善。 永州不
靠海、不沿边，但“全方位、多层次、高质
量”的永州口岸通关大平台，已经成为
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
易佳良介绍，2012年， 长沙海关驻
永州办事处、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永
州办事处正式获批设立；2013年6月，永
州铁路口岸正式获批设立；今年5月，湖
南农副产品集中验放场正式开放运营；
如今，永州电子口岸验收合格，香港直
通车即将运行通车，国家级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初步通过国家验
收。 永州“北有内陆港、南有验放场”的
大通关构想，正在逐步实现。
“近年来，永州口岸平台亮点纷呈，
助力全市外贸进出口额， 从2010年的
1.17亿美元， 增长至2016年的10.22亿
美元。 ”
易佳良表示，下一步，永州市将加
强内陆港的招商力度，加快航空口岸的
调研，积极推进“一站式”“一条龙”服务
的通关平台建设；同时着力将湖南农副
产品验放场，打造成湘、粤、桂3省区果
蔬进出口物流集散中心。

出台“1+3+5”政策，实施
开放崛起战略

7月1日，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争光堤，华银应急救援小分队成员护卫河堤安全。 通讯员 摄
“常在河堤巡查，穿着套鞋也防不住水往
里灌。 ”说到这，付锡文脱下袜子，只见10个脚
趾上光秃秃一片， 脚趾甲因长期在水中浸泡
被细菌感染而全部脱落了。

担当精神，深深打动了新婚妻子。

顾大家舍小家，公司基地因灾
损失 60万元

6月30日至7月6日，湘潭市一直处于防汛
Ⅱ级应急战备状态， 全城干群24小时枕戈待
旦。
这段时间， 为能让通宵值守的人们喝上
热茶，吃上热乎乎的食物，华银酒店公司全面
动员200名员工，成立抗洪抢险慰问组，华银
酒店的点心师傅们在工作结束后， 加班加点
准备了上千份肉包、鸡蛋和姜茶。
每天凌晨2时到3时， 华银酒店员工便将
这些爱心餐送往全市主要河堤执勤点。 随着
灾情加重， 考虑到一部分受灾群众非常需要
食物和饮用水，慰问组兵分多路，将300多件
方便面和200件矿泉水送往受灾严重的地区。
在姜畲镇泉塘子村，尽管是一片汪洋，慰问组
成员马斌和汤义没有放弃，找村民借来雨裤，
在齐腰深的水中，涉水步行，将方便面和八宝
粥、矿泉水送到村民李桂和家中，解其燃眉之
急。
“华银是在湘潭土生土长的企业，离不开
全市人民的关注与厚爱。 百姓受困， 全城受
灾，华银公司责无旁贷。 ”付锡文介绍，除了这
次抗洪救灾， 华银应急救援小分队还参与了
汶川、雅安等地抗震救灾行动。
10余年来， 由华银酒店公司成立的爱心
基金，通过助学和资助贫困户、抗战老兵、环
卫工人等，在公益事业上已投入2000余万元，
以行动诠释了公司“以爱立业、以孝治企”的
企业文化。

在这次洪灾中， 华银酒店公司所经营的
500亩生态园和200亩苗圃基地也受灾严重。
生态园几个水塘因大水漫堤，鱼几乎跑光；蔬
菜被淹，苗圃山体滑坡，总计损失达60万元。
然而， 这些地方离小分队驻地步行仅需10分
钟。
不仅如此， 付锡文位于争光堤不远处的
新房也受到洪水侵袭， 室内洪水涨到1米多
高，新地板和家具全都浸在水中。 家中唯一一
台用来抽水的水泵， 也被付锡文调到堤上使
用。
“新家和生产基地如此之近，为何不要员
工帮着抢救呢？ ”记者问。
付锡文说， 当时是全市抗洪抢险的关键
时期，自家损失事小，但一旦大堤垮了，遭殃
的可就是姜畲镇几万老百姓了。
付锡文身先士卒的举动， 感染了身边的
员工。
小分队成员、“90后” 小伙谭昊昊，6月底
结婚，原计划飞往三亚度蜜月。 接到抗洪抢险
的指令后，他毫不犹豫奔赴前线。
蜜月计划泡汤，婚纱拍摄取消，事先购买
的机票和预订的酒店全都作废……面对新婚
妻子的嗔怪， 他说：“我是华银应急救援小分
队的一员，抗洪抢险义不容辞。 ”这种责任与

200 名 员 工 齐 动 员 ， 爱 心 餐
温暖全城

今年2月， 永州市召开经济工作会
议， 将创新和开放列入未来5年全市工
作的重中之重，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工作
部署，谋划系列新举措。
易佳良介绍，永州将聚焦
“打造创新
开放新高地”的新定位，实施“1+3+5”系
列新政策，构建“建设创新开放新高地、
品质活力新永州”的新蓝图。
“1+3+5”的新政策体系，即一个实
施开放崛起战略的行动总纲领——
—《中
共永州市委关于贯彻落实省委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的实施意见》；三个配套政
策措施；走进500强链接大产业、融入
“新
丝路”拓展大合作等五大开放行动。
易佳良表示，目前，这些政策措施
即将出台，永州市委、市政府正组织相
关人员到各县区和相关部门，指导制定
具体的贯彻落实意见，确保政策措施在
基层落地、开花。
招商引资是加快实施开放崛起战
略的重要一环。 为精准招商，永州市设
置了6个产业招商专业组，开展“三强一
链”招商。

重点突出对接“一带一路”和东盟地区

永州开放发展步入“动车时代”
湖 南 日 报 8 月 25 日 讯 （记 者 黄 利
飞）
“去年，我们实现加工贸易进出口额

1.6亿美元，创税5300多万元；今年，预
计可实现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2亿美
元，创税7000万元。 ” 近日，记者来到
位于永州市祁阳县经济开发区的湖南
凯盛鞋业有限公司，公司永州发展部经
理周红标介绍，凯盛鞋业现有生产加工
线80条，还即将开通耐克品牌运动鞋生
产加工线100条。
自2010年6月落户永州，凯盛鞋业的
发展走出了“加速度”。 永州市副市长李
旦梅介绍，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来永州安
营扎寨，助推永州外向型经济向前发展，
“
动车时代”。
永州市的开放发展已步入
2016年， 永州市5项开放指标总量
排全省前八，6项指标增幅排全省前五，

其中外贸进出口、利用外资、内联引资
等 主 要 开 放 指 标 分 别 完 成 10.22 亿 美
元、9.53亿美元和230亿人民币，分别是
“十二五”初的5.3倍、2.1倍和1.99倍。
永州是东盟进入湖南的第一站，也
是对接东盟的“桥头堡”。 发挥独特区位
优势，永州市抢抓中国——
—东盟自由贸
易区建设机遇，与东盟的交流合作不断
深入。
目前，永州已与东盟10个国家建立
了经贸往来关系。 恒远发电、潇湘化工
等86家企业与东盟开展贸易往来或在
东盟国家设立分厂。 永州获批设立中
国——
—东盟商务理事会办事处。 今年上
半年， 永州市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7亿
元， 同比增长125%， 占全市贸易份额
18%。

“隆平茶业”光彩事业结硕果

8月25 日 上 午 ， 湖
南省直工会工作人员
携带防暑降温物资来
到湖南日报社新湖南
大厦建设工地，看望慰
问奋战在户外一线的
施工人员，叮嘱大家注
意防暑，安全生产。
妙龄 摄

在三湘

易佳良表示，招商的同时，永州也
注重安商。“兑现好承诺的优惠政策，特
别是对签约项目的履约，实行一月一调
度，半年一督查，年终考核评比，做到一
个履约项目一套班子专抓落实。 今年，
我们还准备出台省、市重大签约项目履
约管理办法。 ”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防暑降温
“送清凉”

精准扶贫

以创新开放
建设品质活力新永州
—访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易佳良
——

董事长坚守一线8天6晚，10个
脚趾甲全部脱落
“姜畲镇发大水了，有谁跟我去抗洪，现
在来会议室报名。 ”6月30日上午，付锡文在公
司微信群里发布抗洪抢险召集令。 不到10分
钟，只能容纳40人的会议室涌入了100多人。
“我们的家园正遭受特大洪灾，姜畲镇是
湘潭大河西险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大家要
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付锡文语气凝重。
“我报名”“我也去”“我也要去”……
经向雨湖区委、区政府报告，付锡文率领
华银应急救援小分队60多人， 于当天下午赶
到了抢险现场。
15.3公里长的涟水河姜畲大堤， 守护着姜
畲镇约5.6万名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大堤
最为险要的一段堤坝是2.6公里的争光堤。 因水
流冲刷导致堤身单薄，大堤多处出现管涌。
装砂袋、架水泵、堵管涌……从6月30日
下午4时开始，小分队与当地干群一直忙活到
7月1日凌晨4时。 发现的管涌都被成功堵住，
威胁居民安全的重大隐患暂时得以消除。
“就怕险情反复。 当天我们就搭了个雨
棚，铺上编织袋，几十号人都在河堤边就地休
整。 ”付锡文说。
果不其然，7月1日晚， 争光堤全线告急，
堤脚又出现管涌和散浸险情。 队员们在现场
水利专家指导下，鏖战了一个通宵。
7月3日， 雨过天晴。 但洪水水位一直未
落，华银应急救援小分队仍坚守在大堤上。 巡
逻、抽水、搬运砂石、抢修堤坝。 直到7月7日上
午，才从河堤上撤离。
和普通队员一样， 付锡文也在堤上守护
了8天6晚（7月6日晚集体休整），饿了吃盒饭，
困了睡大堤。 喉咙嘶哑到发不出声音，只能靠
手势与大家讨论险情处置方案。

—系列访谈
——

5年帮助5000多贫困户脱贫
湖 南 日 报 8 月 25 日 讯 （通 讯 员 周 彬 彬
记者 苏 莉 ）今天上午，湖南隆平茶业光彩

“旅游饭”，喷喷香

假期间，平均每天有3000多名游客。 ”龙鼻嘴
村“绿色野人”清吧老板石泽广说。
8月22日，记者走进“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石泽广是一位“80后”，他见证了近5年来
村寨”古丈县默戎镇龙鼻嘴村，整个村庄背倚
村里走“茶旅结合”之路发生的变化。“5年前，
悠悠青山，龙鼻河环村轻盈而过，形成了“环
村里很难看到几个年轻人。 ”石泽广说，龙鼻
嘴村地处吉首、保靖、古丈3县市交界处，依山
流太极”自然奇观。
村里停车场“爆满”，操着天南地北口音
傍水， 风景秀丽，229省道穿境而过。 但在过
去，村民守着绿水青山，却过不上好日子，很
的游人接踵而至， 从村口沿着光亮整洁的石
多人只好外出打工。
板路拾级而上，或三三两两走进石成云家，品
看着村庄逐渐“空心化”，村党支部书记
一杯古丈毛尖，小憩一会；或排队走进石远先
石二军动起了发展产业的念头。“扶贫不仅需
家，观赏苗家婚礼表演……
要有好路子，更要有好方法。 ”2013年底，村党
“每天都有这么多客人吗？ ”记者问。“暑
支部多次开会讨论，确定了“茶
旅结合兴村”的发展思路，推进
百亩茶叶示范园建设，依托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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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交通区位优势 发 展 乡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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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23.(4252.367.82op qrXsJtuv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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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就业更踏实！ ”在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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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墨戎苗寨乡村游 有 限 责 任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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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班的村民张海燕说，2013年7月以前，
她和丈夫在广州务工， 由于没有技术， 工资
低，小孩和老人也照顾不了。 4年前回村当讲
解员，如今她成了80人的讲解团队的负责人，
每个月有5000元工资。 丈夫开车接送客人，每
月也有4000元收入。 更重要的是，老人和小孩
都能照顾到了。
看着张海燕夫妻回家后日子过得不错，
在外务工的石远先和妻子王小芹商量：“我们
也回家吧，按照仿古原则修栋新房子，用房屋
参股乡村旅游， 既可享受苗寨特色民居保护
奖补，又可参与旅游效益分红。 ”夫妻俩一拍
即合，回家花了大半年时间，建了一栋两层共
8间的吊脚楼，成为村中新景。 按政策，他们获
得11万元苗寨特色民居保护奖补资金， 非常
开心。“现在每天来我家参观的客人越来越
多，坐在家里就可以做生意赚钱。 ”石远先说。
“精准扶贫政策好啊！ ”村民石成云快人
快语。 他是村里精准扶贫对象，村里给他和老
伴各安排了一份保洁和后勤工作， 如今小日
子过得踏实。
通过走“茶旅结合”的路径，龙鼻嘴村已
为村民提供讲解、演艺、餐饮等就业岗位400
余个。 去年，该村共接待游客约40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2300万元，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

事业五周年庆典活动在长沙举行。 5年来，
隆平茶业帮助500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年均增收6000元以上。
在省委统战部和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的
倡议下,2011年由隆平高科牵头， 联合步步
高、大汉集团等6家企业共同出资，组建了隆
平茶业集团。该集团对武陵山区的茶产业进
行整合，发挥
“资本+技术”的双轮驱动优势，
在安化、古丈、保靖等地投资建立茶厂和茶
园基地，以基地加农户的合作社形式开展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帮助农户脱贫致富。 5年

来，该公司大力弘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扶危济困、共同富裕”
的光彩精神， 先后带动10多个合作社共同
发展，联系合作社和农户基地5万余亩，帮助
500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年均增收6000
元以上，为推动我省山区产业扶贫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当天还举行了潇湘黄金红品牌发布。
湖南省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包小村、
大湘西茶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刘仲华等
认为，隆平茶业发挥保靖县黄金村的地理
优势推出黄金红品牌，为做大做强大湘西
地区茶产业注入了强有力的力量。

“我们虽穷， 但要有骨气、 讲诚信”

准北大生诚信还贷赢爱心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你就要到北京上大学了，都准备好了
吗？ 还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说。 ” 近日，洞口县
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今年考上了北
京大学的薛子威家。 今年暑假，薛子威诚信
还贷的事迹感动了该行清贷人员，并获得该
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伟的爱心资助。 在其
读大学4年中，王伟将每年资助他5000元。
薛子威的父亲薛勇华以前因为跑运
输在洞口农商银行借贷6万元， 由于经营
不善加上沉重的家庭负担，一直无法按时
偿还贷款。 薛子威一家7口人， 爷爷奶奶年
迈，弟弟妹妹尚小，全靠父亲在县城跑滴滴
快车维持生计。 今年6月，该行组织不良贷
款清收。“看着薛子威家年久失修、破旧简
陋的房子，我们一度失去了清收的信心。 ”
该行清收工作队员介绍。
薛子威得知父亲欠债的消息很着急。 他

说：
“
我们虽穷，但一定要有骨气、讲诚信。 将
来，我可以努力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 ”他
一次次做家里人的思想工作，在薛子威反复
劝说下，薛勇华通过向亲友拆借，凑足资金，
交到了清贷人员手中。
“两个老人家生活很艰难，这么大年纪
还种了15亩田，这家人又这么讲诚信，确实
令人佩服！ ”拿着沉甸甸的现金，望着家徒四
壁的房子，工作人员心里五味杂陈。
工作人员将薛子威一家诚信还贷的事
汇报给了王伟。 得知薛子威今年高考，而且
成绩很好， 同样出身寒门的王伟感同身受，
立即表示：
“
像这样的寒门学子，我愿意私人
资助他4年。 ”
高考成绩公布， 薛子威获得理科679分
的高分。 消息传到县农商银行，王伟立即给
薛子威的爷爷薛忠池打去电话祝贺。 在薛子
威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王伟带领
员工到薛子威家，送上祝贺和资助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