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杨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8月27日，隆回县麻塘山乡尖山村
杨淼海种植的荷花竞相开放，在各式各样
的荷花中，一株并蒂莲含苞待放，格外吸
人眼球， 引来一波又一波的游人争相观
看。

并蒂莲是荷花中的珍品，其生成的几
率仅十万分之一，是罕见的植物中的“双
胞胎”。并蒂莲是荷花中的一个变种，实际
上，它一茎产生两花，花各有蒂，蒂在花茎

上连在一起， 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并头莲、
合欢莲。并蒂莲有花中君子之称，是荷花
中的极品，自古以来，人们便视并蒂莲为
吉祥喜庆的征兆，善良美丽的化身。

麻塘山乡尖山村海拔1200多米，一直
以种植水稻为主， 杨淼海大学毕业后，回
乡成立宏业种养殖合作社，带领乡亲们种
植莲藕，提高低产农田效益。近年来，在麻
塘山乡政府的帮助推动下，部分农民开始
小面积种植。这朵“幸福之花”的降临，更是
增添了大家种植莲藕的积极性。

花开并蒂 婷婷玉立

8月27日，隆回县麻塘山乡尖山村，一株并蒂莲含苞待放，格外吸人眼球。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杨致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周小雷）
今天，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在长沙召开抗
洪赈灾总结表彰会，对在今夏我省遭遇的
历史罕见暴雨洪灾中，积极参与抗洪救灾
的会员单位和个人进行总结表彰。

6月24日以来， 全省各地普降暴雨，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积极参与抗洪救
灾，共出动救援人员800余人次，出动直
升机1架、冲锋舟16艘、皮划艇8艘、推土
机和吊装设备8台、越野车28辆，配合各
地党委、政府和武装部门，转移受灾群众
14000余人，转移群众财物上千万元。当
洪水退去， 该协会的各会员单位又积极

响应号召，为灾区捐赠现金，送去食物、
矿泉水。

作为一个公益性社团组织，湖南省紧
急救援协会6月15日就发出通知， 要求协
会办事处、各专业分会加强与各地应急和
防汛抗旱指挥部门的联系，时刻服从当地
政府统一调配和指挥，做好防大汛、救大
灾、抢大险的准备。

省军区原副政委、湖南省紧急救援协
会会长魏永景表示，灾情就是命令，汛情
就是集结号，未来，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
将继续汇聚民间救援力量，更有效地参与
到救灾行动之中。

汇聚民间力量积极参与抗洪救灾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召开抗洪赈灾表彰会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姜蔚 黄敬波

疾风骤雨过后，宁静重归汨罗大地。
星辰闪烁，华灯初上。点点光芒将汨罗市

三江镇花桥村温柔地包裹。然而，那个曾经任
劳任怨、 守护万家灯火的村党支部书记李大
元再也看不到这片光芒了。

8月12日，52岁的李大元为救被洪水围困
的村民，不幸殉职。

8月21日，岳阳市委追授他“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我是村支书，我不去谁去”
8月12日，花桥村受暴雨侵袭，洪源河西

岸10余户村民被困。
李大元闻讯，顾不上吃早餐，召集村党支

部、村委会成员赶去救援，先将3位年迈的被
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有人端来泡面给李
大元，他忙得来不及吃一口。

雨大浪急。救援船来了，民兵来了，李大
元走上船去。“爸爸留在岸上， 我去救人。”其
子李希凤知道父亲不习水性，劝阻道。

“我是村支书，我不去谁去？”李大元推开
儿子，上了救援船。

很快，李大元和民兵将4名被困群众扶上
了救援船。

回撤途中， 由于船上螺旋桨被破渔网缠
住， 小船失去推力随水流疾驰而下， 触桥侧
翻，船上8人全部落水。

李希凤看见，船只侧翻后，岸上村民随手
捡起一片木窗棂， 抛给了离河岸最近的李大
元。他却顺势一推，将窗棂推给了一位六旬老
人。 李希凤哽咽着对记者说：“爸爸把生的机
会留给了别人。”

落水者有6人获救。但李大元和村民胡安
全却被浪涛淹没。 花桥村村主任冯海斌跟记
者说起救援时的情形，几度落泪。

惊悉李大元失踪， 村民纷纷自发沿河搜
救。8月13日早晨， 当地干群找到了李大元的
遗体。

次日， 李大元的遗体被送到汨罗市殡仪
馆。自发赶来为李大元送行的100多人绕着棺
椁哭泣不止，其中有他的同事、亲人，更多的
是他曾经帮助过的乡亲们。 许多人叹道：“真
是个好干部啊！”“这样好的人不该走啊！”

“就算亲人也未必有这么好”
李大元的为人在村里有口皆碑。
乡亲们每有危难，李大元总是挺身而出。

2013年，村民胡海华的妻子在广州打工，因安
全事故而死亡。李大元驱车数百公里，直奔广
州帮忙善后。

2014年， 村民胡兴国在外打工时意外触
电身亡。李大元当即赶赴现场，与工地老板交
涉，为民维权。

2016年， 村民李星球在郴州发生交通事
故致残，李大元火速去郴州帮助他。

事后，当事村民纷纷表示感谢，他却连一
包烟都不收。

李大元对待村民一视同仁。 胡某是村里
的老“上访户”，曾对李大元恶语相向，但李大

元不与他计较。2016年， 胡某打工时意外受
伤，李大元驾车将他送进医院，还出面跟厂方
反复协商赔偿问题。

地上干干净净，房间宽敞明亮，这是五保
户李泽恩老人的住处，也是李大元的家。数年
如一日，李大元悉心照料李泽恩。老人生病，他
为其擦脸洗脚；老人生日，他为其准备礼物。

李大元为何如此善待李泽恩？原来，李大
元年少时跟李泽恩学做砌匠， 并靠手艺养家
糊口。后来，李泽恩年纪大了又无儿无女，生
活艰难。李大元便把老人接到自家赡养。村民
们都说：“就算亲人、 亲儿子也未必有这么
好！”

2016年并村后选举村支书，103名党员中
有98票投给了李大元。 曾与他在村委共过事
的胡世民叹道：“他把村民都当自己家人一
样，才这么得人心。”

� “又勤快又廉洁，他是最好的
村支书”

心系乡亲，李大元对工作向来兢兢业业。
6月29日，汨罗发生特大洪灾。李大元得知

村里水库出险，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被困群
众安全转移。冯海斌回忆：“当时，一个有智障
的村民走失了，李大元到处去找。等找到这个
村民，李大元从头湿到了脚。”

新修的十古公路要过境，30多户村民得搬
迁。新居地址在哪？拆迁补偿怎么算？李大元带
着村干部，顶风冒雨一家家跑、一户户帮。花桥
村本是沿线拆迁任务最重的村子，拆迁工作却
最快完成了。“村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李书记都
随喊随到。”村民雷桂良抹着泪说。

冯海斌亲眼见证了李大元为村里的付
出：“他说，再难不能难教育！”于是，宽敞明亮
的小学建起来了。

村上说要建一个垃圾处理站， 但人人都
怕污染。李大元主动要求建到自家老屋后。

李大元为村里办事开销自然不小， 却从
不计报酬。村理财小组动员他报销些油费，他
总是摆摆手说：“用不得几个钱噢。”

李大元带着自己的工程队为镇里架桥修
路，直到去世，不少受过帮助的村子仍欠着他
的工程款。

儿子李希凤在父亲的工程队中开车跑运
输。今年春节，工程队收到10万元工程款。儿
媳认为公公怎么都会分一点给自家。 李大元
却全给工人发了工资。 儿媳埋怨：“没钱咱家
怎么过年？” 李大元说：“先让大家过个好年
吧。”

“李大元当了9年村支书，自己一个子儿
也没报销过。”三江镇党委原书记陈学礼对记
者说，“大元又勤快又廉洁。我当过3个乡镇的
党委书记，他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村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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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使乡亲泪满襟
———追记岳阳市优秀党员、花桥村党支部书记李大元

� � � � 7月1日，汨罗市三江镇花桥村凤形塘水库大堤，李大元同志（左一）带领新党员进行入党
宣誓。（资料照片） 李希凤 摄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刘泉子 ） 记者从26日长沙举办的

“2017年湖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发展论坛”上
获悉，我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建设
工作已初步完成， 计划今年10月底前验收
发布，届时，湖南地理空间数据共享将逐步
实现部门横向互联、省市纵向互通。

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金勇章在论坛
发言中透露，“十二五”期间，省国土资源
厅为政府部门或财政投资项目无偿提供
的地理空间数据价值约4.1亿元，2016年无
偿提供的数据价值约2.3亿元； 今年截至7
月底， 无偿提供的数据价值已达3.8亿元，
应用范围包括重大污染源防控、城镇建设

规划等。
此次论坛是湖南省2017年全国测绘

法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之一，由省国土资
源厅与湖南大学联合主办，以“地理空间
数据应用”为主题，聚焦地理空间数据技
术和应用创新。来自中科院、国防科大和
香港科技大学等单位的代表，在主论坛上
分别作了主题演讲。

为进一步促进地理空间数据产学研一
体化，论坛还设了两个分论坛加一个产业发
展座谈会，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向
志明、滴滴公司副总裁王欣和百度校园品牌
经理李轩涯等与会代表，共同探讨了大数据
时代地理空间数据技术应用与创新。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初步建成
全省地理空间数据共享将逐步实现部门横向

互联、省市纵向互通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既需要
政府把握方向和统筹协调， 也需要贸易投
资促进机构加大投入， 组织和引导更多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推动形成政府主导、民间
促进、 企业参与的良性互动格局。”8月24
日， 省贸促会会长贺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省贸促会将围绕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工
作主线，以活动、平台为抓手，全力融入湖
南开放崛起战略。

贺坚表示，贸促会身份灵活，对外以民
间性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形式开展工
作，已建立起国际联络服务、国际贸易投资
服务、国际经贸法律服务、国际经贸信息服
务、 国际培训服务和代言工商六大服务体
系。目前，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已同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界
建立了经贸联系，与300多个对口组织签订
了合作协议， 省贸促会在14个市州均设有
支会， 能重点做好政府部门想做而没有精
力或不方便做、 企业有普遍需求但自身做
不了的工作。

“立足开放崛起战略，也是贸促工作的
转型发展机遇期。开放崛起，离不开重大经
贸活动的支撑。”贺坚认为，省贸促会已成
功举办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贸活动，接
下来， 需要实现多点多面办活动向集中力
量办大活动的转变，加快塑造“1+1+N”模
式。即打造1个以上获国际展览联盟认证的
国际品牌展会并长期落户湖南， 以多双边
合作机制打造1个以上国际峰会，结合湖南
中小企业走出去举办N个出展和来展。

企业是开放型经济的主体， 服务好企

业就是服务好对外开放大局。目前，省贸促
会正全力投入湖南省企业国际化经营服务
平台（EHN）的建设。这将是全国第一个专
门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网络服务平台，
是整合全省涉外政务、商务和信息资料，更
快捷服务“高水平引进来、有质量走出去”
的创新之举。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目前省贸促会正在进行前期筹划和准备工
作。

贺坚还提到， 为顺应新一轮高水平对
外开放要求， 贸促工作还将加快实现转型
发展，要放大政策研究职能，拓展海外服务
功能，增强商事法律特色服务功能，加强展
会的策划、指导能力，强化信息服务功能，
提升国际商会保障能力。 要把中小企业作
为服务重点， 培养和提高中小企业开拓国
际市场能力。

把握机遇 转型发展
———访省贸促会会长贺坚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周月桂）长
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两年内获批，长沙黄花综
保区6个多月建成运行， 长沙县的开放平台
建设刷新了长沙速度。近年来，长沙县坚持
项目为王，夯实开放平台，开放崛起的步伐
越来越快。

长沙县县长张作林介绍， 今年以来，该
县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
围绕长沙经开区、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长
沙黄花综保区等国家级平台重点发力。今年
1至6月， 全县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18.38亿

美元 ， 同比增长 38.4% ， 总量占全省的
12.6%；建立经贸往来关系、产品出口、进口
来源地分别拓展至全球150个、148个、55个
国家和地区。

长沙经开区参与合作管理我国省级政
府在非洲自主打造的第一个样板园区———
埃塞·湖南装备制造合作园区项目， 主要负
责合作园区的日常运营管理。长沙临空经济
示范区内，百联奥特莱斯广场、顺丰电商产
业园等5大项目落户并集中开工，海南航空、
圆通速递华中管理区总部等项目已正式准

入。长沙黄花综保区已于6月正式封关运营，
目前在谈项目近100个， 签约项目31个，签
约总金额达42.7亿元，预计今年可实现进出
口总额8亿美元以上， 并力争在封关运行三
年之内，引进外经贸企业80家以上，实现外
贸进出口总额80亿至100亿美元。

为促进重大项目落地，破解项目难题，长
沙县还建立了县领导联系帮促重大项目制
度，坚持优质服务，力推开放提速。着力推进
“放管服”改革，完善项目协调、全程代办和绿
色通道等制度，全面实施行政许可在线办理。

长沙县：夯实开放平台 力推开放提速

�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21时30分，激动人心的场内火炬传递

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开始。 从8月8日起，第
十三届全运会火炬在天津市16个行政区
接续传递，最后传入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
育场。万众瞩目下，天津市首位获得全运
会群众比赛项目金牌的解乒乒、率队10余
次获得全国冠军的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
泉、累计无偿献血200余次的栗岩奇、北京
奥运会女子柔道冠军佟文、多次夺得吊环
世界冠军的陈一冰等5位火炬手接力传
递，最后由本届全运会吉祥物“津娃”和机
器人“优友”共同点燃了全运会主火炬塔。

“复兴之火点燃万众期待，神圣时刻

我们与你同在……”21时40分， 第十三届
全运会开幕式在主题歌《健康赢未来》掀
起的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

王沪宁、刘延东、许其亮、栗战书、王
晨、卢展工出席开幕式。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国际奥协主
席、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以及应
邀观摩第十三届全运会的境外来宾也出
席开幕式。

开幕式由第十三届全运会组委会执
行主任、天津市市长王东峰主持。

第十三届全运会定于9月8日闭幕。未来
12天， 将有8000多名运动员参加竞技比赛
项目，300多名运动员参加群众比赛项目。

�荨荨（紧接1版②） 专家组随机抽取3丘田进
行现场测产，实际面积1650平方米，平均
亩产毛谷837.6公斤， 按13.5%含水量折算
干谷720.3公斤。同时，经实地调查，黑斑幼

蛙成活率50%以上，个体重平均约70克。边
洲村村主任许松林介绍，目前的成蛙收购
保底价约每公斤30元，每亩成蛙预计可增
加收入超过5000元。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蒋伟）近日，经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
并报省委常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省卫计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方亦兵和南华大学原
党委委员、副校长全智华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对方亦兵、全
智华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
方亦兵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
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职工的
调动、 晋升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违反生活纪律。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和药
品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
财物，涉嫌受贿犯罪。全智华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多占办公用房；违反组织纪律，不
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违反廉洁纪律，违
规兼职取酬，收受礼金；违反工作纪律，为案
件当事人请托说情，干预和影响执纪执法活
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揽、医疗设
备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
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方亦兵、 全智华身为医疗卫生系统党
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滥用职权，大
搞权钱交易，大肆敛财，其行为严重违反党
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
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湖南省纪委
常委会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批
准，决定给予方亦兵、全智华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 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名厅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被“双开”
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系列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