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到险情报告后，湖南建工集团党委高
度重视，在第一时间组织集团中湘海外公司
领导班子及相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全力开
展救援撤离工作，要求无论如何都要使所有
撤离员工在中秋佳节回家与家人团聚。

集团领导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变化，千方百
计确保员工迅速、安全撤离回国。中湘海外公司
救援与撤离小组及时与外交部、商务部等政府
部门及其他驻多中资企业加强信息沟通，同步
了解撤离动态，并第一时间与员工家属取得联
系报平安，积极做好员工及家属的安抚工作。

9月30日，撤离工作小组带着集团党委
的嘱托分两批飞往上海，开展紧张有序的安
排护送工作。 工作组对接送路线、 车辆、食
宿、 外联和宣传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考

虑到了每一个细节。
10月1日22时左右，公司员工戴着工作组

想方设法送进机场的印有湖南建工集团L0GO
的檐帽，排着整齐的队列走向机场出口，受到
了接机工作人员的献花和热烈的欢迎。

10月2日，撤离工作小组按计划分批护
送65名回国员工前往火车站或机场， 送他
们回家。

10月4日，65名援外员工全部与家人团
聚，欢度中秋佳节。这个中秋，对他们来说，
弥足珍贵。

“只要祖国有需要， 多米尼克具备施工
的各项条件，我们随时可以去帮助他们恢复
灾后重建。”在与家人团聚和休整后，江威又
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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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半个地球的团聚
———65名遭遇超强飓风的湖南建工援外员工回家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陈军

10月10日，湖南建工集团援建多米尼克玛
格丽特医院项目部经理江威，来到公司召集项
目部员工开会，就项目保险理赔、灾后恢复重
建等工作进行部署。

“历经生死考验， 飞越半个地球回家欢度
中秋，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了伟大祖国与企业的
温暖。”谈起这次在多米尼克遭受超强飓风“玛
利亚”袭击及顺利回国，他依旧心有余悸，但更
多的是感动与自豪。

今年35岁的江威， 是2016年2月到达
北美洲的多米尼克参与玛格丽特国家医院
改扩建项目建设的。

当地时间9月18日上午10时， 项目部
得知“玛利亚”飓风将于下午5时左右过境
多米尼克， 项目部全体人员赶紧进行加固
工作并做好撤离至避难所的准备。 中午12
时，飓风的等级在持续加大，项目部召开紧
急会议，商量撤离方案。下午4时，“玛利亚”
飓风已升级至四级飓风。 下午5时15分，公
司全体65名员工加上监理、 设计共70人全
部撤往避难所。

9月18日晚间，飓风“玛利亚”登陆多米

尼克前升级到最高级别5级（相当于台风17
至18级）， 最高风速达到260公里每小时。
“玛利亚”的到来给多米尼克带来灾难性打
击，巨浪、狂风、暴雨、洪水和泥石流灾害随
之而来，大部分房屋及公共设施被毁；全国
水、电、通讯、食品供给全部中断，机场及港
口关闭。

“9月19日清晨，我站在营地前，看着被
飓风完全摧毁的生活基地，真不敢相信这是
往日整洁热闹的营地。悲痛之后感到一丝慰
藉的是，我们全体70名员工都平安无事。”江
威回忆道，“项目基地大部分房屋及储备物
资被摧毁，可以说已经面临生存绝境。”

面对灾难，项目部积极开展自救，从废
墟中抢救出勉强可以维持两天的食物。江威
和项目技术负责人罗伟平带着几名工友步
行两个多小时走到中国大使馆求助。“整个
多米尼克，通信是完全中断的，只有大使馆
的卢坤大使，有一部卫星电话，通过他的卫
星电话，我给国内公司的领导报了平安。”

包括湖南建工集团援外员工在内的
400多名中资企业员工和华人华侨身陷绝
境，情况万分紧急。

大使馆和国内紧急沟通后， 当即组织
受灾的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员工紧急撤往
临近的安提瓜和巴布达， 并协调军舰运来
了水和食物。

9月21日晚，第一艘救援船抵达多米尼
克，9月22日第一批撤离人员158人，包括湖
南建工集团65人安全撤离至安提瓜与巴布
达； 第二批撤离人员300多人于9月25日全
部安全撤离。

在大使馆积极斡旋下，中国外交部和商
务部积极协调和安排， 从制定撤离方案、租
船、通关，获取政府许可，采购救援物资、安
排食宿等一系列工作，在飓风肆虐，多国深
受灾害的加勒比海地区，只用了短短一周时
间，创造了撤侨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9月30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紧急调派
2架飞机赴加勒比海，接滞留国外的中资企
业员工和华人华侨回国，10月1日21时20
分，飞机降落在上海虹口机场。

这一飞， 横跨大西洋， 飞越大半个地
球，途经19个国家。

“当我们陷入绝境的时候，祖国总是及
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让我们感到祖国的
强大无处不在。”罗伟平回忆起这次撤离的
生死时速， 满怀感动。“当时听说美国人撤
侨，还是在我们之后，感到非常自豪，大家
在回国飞机上不由自主高唱国歌， 就是一
种发自内心的感动。”

江威介绍，这次撤离，还有很多的细节
让回国的同胞备受感动。9月28日， 在商务
部和大使馆领导的支持下， 转移的中资企
业党员组织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江威被选
举为党支部副书记， 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
了战斗堡垒作用，为保持队伍的稳定，安全
平稳有序撤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回国
的飞机上， 乘务人员为回国人员准备了老
干妈、八宝粥等家乡食品，并为两名特殊人
员准备了轮椅， 安排专人全程照顾……这
些细节， 都让回国人员深深感受到了祖国
的关爱和组织的温暖。

� � � � 9月22日， 多米尼克码头， 撤离人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多米尼克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合影。 江威 摄

� � � �① 10月1日，撤离人员在回国飞机上挥舞国
旗、唱国歌。 江威 摄

② 9月19日，飓风过后的湖南建工集团援建
多米尼克玛格丽特医院项目指挥部。 江威 摄

③ 10月1日，江威（前左一）在上海虹桥机场
接受记者采访。 陈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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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
讯员 罗徽）10月10日，郴州市北湖区仰天湖
瑶族乡大塘村四亩田瑶山42户瑶族同胞，集
中搬迁至五里击鼓新居。

四亩田瑶山有瑶族同胞212户， 此前大
都居住在地质灾害易发区，生活贫困。近年
来，当地政府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目前
已有187户搬到安全地方居住。

为帮助这次42户瑶族同胞搬迁， 去年
来，北湖区有关部门筹资1274万余元，建设

砖混结构住房42栋4975平方米。同时，建好
了五里击鼓搬迁安置点水、电、路、通信等基
础配套设施。

当天，42户喜迁新居的瑶族同胞身穿节
日盛装，一大早就在寨门口等候前来庆贺的
北湖区驻村扶贫工作队及嘉宾。他们大碗喝
起拦门酒， 还拉着客人欢快地跳起竹竿舞，
表达心中的感激与喜悦之情。仰天湖瑶族乡
党委书记曹兴将介绍，他们将积极引导搬迁
的瑶族同胞参与旅游开发，实现就近就业。

精准扶贫 在三湘 四亩田瑶山42户瑶胞喜迁新居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罗扬帆） 长沙海关最新公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1至8月，湖南省鞋类产品出口
总额为42.4亿元，同比增长49.1%。不过，随
着越南、印度等国家出口成本优势渐显以及
行业新规的出台，我省鞋类产品出口或将受
到冲击。

海关分析，国际贸易形势的复苏为我省
鞋类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出口订单，“一带一
路”建设也为鞋类企业提供了机会，东南亚、
中美洲等地区对鞋子需求日益增长，推动了
我省鞋类产品出口的增加。

此外，我省鞋类企业自身在技术、品牌的
积累和发展，也开创了海外市场新局面。永州
市和衡阳市依托作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的政策优势， 逐步形成了成品鞋生产加
工销售产业链，代理了耐克、阿迪达斯、彪马
等国际知名品牌的加工生产。随着省内设计、

研发、培训等服务平台逐步完善，鞋类生产企
业的软实力进一步增强，渠道开拓更为顺利。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越南、印
度等国的鞋类企业得益于廉价劳动力等成
本优势，可能对湖南省鞋类产品出口造成冲
击。据了解，在美国鞋类市场上，中国产品占
比为72%； 而越南已成为美国市场上仅次于
中国的第二大鞋类出口商，鞋类产品在美国
占比15.7%，且份额逐年上升。

与此同时，国外技贸新规的出台也将影
响我省鞋类产品的出口。今年，欧美地区相
继提高对纺织品、鞋类产品的化学品限制要
求，湘企鞋类产品出口难度增加。

长沙海关建议， 应优化湖南鞋类企业产
业链，建立多元化市场体系，争取出口话语权，
巩固国际市场份额； 有效应对国外日益严格
的技术性贸易新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应对能力。

鞋类产品出口大增
面临国际市场与行业新规影响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欧阳友忠 蔡海丰）10月7日，宁远县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双福小区建设工地上，20多
台工程车来回穿梭，工人们一派繁忙。县重
点办负责同志介绍，该县加强对国庆、中秋
“双节” 长假期间重点项目建设的安排和调
度，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以优异成绩向党
的十九大献礼。

今年，宁远县铺开“脱贫攻坚”“城镇提
质”“旅游升温”“交通提速”“环境治理”“园
区升级”等“六大战役”重点项目150个，计划
总投资500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130亿元。其
中， 新建重点项目105个， 续建重点项目45
个。针对重点项目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县
委、 县政府在节前专门就重点项目建设、安
全生产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下达了第三批
重点项目建设和乡村旅游项目建设计划，

“双节”期间安排力量进行专项调度和督查。
为完成易地扶贫搬迁目标任务，在原有

21个集中安置点的基础上，新增双福、福源、
嘉裕、富民等4个城区安置小区，总投资6.4亿
元，计划建设2516套安置房。这4个小区由湖
南建工集团承建，9月份正式开工，要求12月
份完成“交钥匙”工程。“双节”期间，县里派
出强有力的工作班子，与施工方一道，吃住
在工地，加班加点，以3天1层的速度建设工
程。 节前招标的26个农村综合服务平台项
目，也利用假期晴好的天气，抢时间，抓进
度，项目可望在今年12月底前完工。西部工
业新城新建的8栋标准厂房，“双节” 长假期
间也在抓紧装修，完善水、电、路、通信等基
础设施，确保11月份交房。今年1月至9月，全
县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98.8亿元， 占全年
计划的76%。

铺开“六大战役”重点项目150个
宁远项目建设抢“节点”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梁华 黄静

“别看我只有一只手， 在脱贫致富路
上，我绝不拖后腿。”质朴的话语，却是“独
臂侠”沈世学的脱贫誓言。

这位被乡亲们称为“独臂侠” 的沈世
学， 是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新厂镇八亚村
的贫困户。10月8日， 记者得知沈世学“渔
乐”垂钓小屋国庆期间开张，驱车来到位于
渠江河上的垂钓小屋。

在小屋前， 沈世学正挥动着铁锤给地
板加固。 他先用右手从工具箱里拿出一颗
钉子，用力按入木板，待钉子稳稳嵌入后，
再从工具箱里拿出铁锤， 熟练地把钉子敲
进木梁里， 清脆的撞击声萦绕河畔。“脱贫
攻坚同样要有这股钉钉子的精神。”沈世学
充满自信地对记者说。

1994年，刚满14岁的沈世学乘坐机帆

船进城的路上，不慎跌入运转的机舱，整个
人被涡轮绞了进去。等从医院醒来时，已失
去左手留给他的只有空空衣袖。

要活下去，必须坚强。凭着一股韧劲，
年少的沈世学学会了用一只手穿衣、做饭、
种地等。

“现在政策好，但等靠要是不行的，还
是要靠自己扎扎实实做事。”随着精准扶贫
政策的春风吹拂到这个偏远移民小村，沈
世学被纳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今年4月， 在通道晒口水库游玩时，
他看见当地移民利用宽阔的水域搭建垂
钓小屋，每天每间小屋有近百元的收入。
脑瓜子灵活的他觉得自己家乡山好、水
好，比晒口水库还略胜一筹。于是，一个
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在家乡建“渔乐”
垂钓小屋。

说干就干。沈世学回到八亚村，联合4

户有创业愿望的贫困户， 组建自己的合作
社———靖州八亚渔乐专业合作社。筹资、选
址、买料、搭建……国庆节当天，合作社12
间垂钓小屋迎来了首批垂钓爱好者。

“垂钓小屋就是我们的‘发展银行’。”
沈世学一脸灿烂地介绍， 一座小屋每天租
金100元，国庆节开张以来，12座小屋天天
爆棚。

闲时， 沈世学还会热心帮垂钓爱好者
熏烤垂钓的鱼， 一只手出细活的功夫让垂
钓者赞不绝口。

一只勤劳的手托起了脱贫路， 县移民
局也搭上了一只温暖的手， 给予了多方扶
持，让沈世学从“一只手”变成渠江河上脱
贫攻坚的“一条龙”。

“他只有一只手， 却创造了一番新天
地，真是令人佩服和感动。”县移民局副局
长石元和说。

脱贫路上“独臂侠”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梁浴涛 黄妙

“老曾，等房子建好了，去跟‘牛司令’
学学喂牛，每头能补贴900块钱以上，脱贫
不是问题。”9月26日，在娄底市娄星区万宝
镇砂罐铺村， 村支书邹军辉一边帮贫困户
曾国华建新房，一边为他谋划脱贫出路。

砂罐铺村因煤矿而兴， 最多的时候村
里有7家煤矿， 大部分村民曾在煤矿务工，
收入不错。 但也因煤矿而衰， 随着煤矿关
闭，村民入不敷出，陷入贫困。驻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刘志平向记者介绍：“以前煤矿兴
盛，村民来钱快、赚钱多，现在没了收入来
源， 许多村民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陷入了
困境。”

“不能守着田土当懒汉，咱们发动村里
的能人带头搞产业， 带动贫困户脱贫致
富。”在村民大会上，扶贫工作队负责人说。

很快， 一项项针对贫困户的“以奖代
投”政策出台：养家禽规模超过50羽的，每
羽奖励10元；每头猪奖励300元，每头牛奖
励900元以上；每口搞养殖的池塘奖励500

元，其他产业按总产值10%奖励。为了解决
贫困户的销售顾虑， 村里与百蔬园公司签
订购销合同，搭建互联网销售平台，所有农
产品由公司收购或代销。

为了带头示范， 曾春显主动辞去村主
任职务， 与几个村民合伙引进了50余头安
格斯牛，当起了“牛司令”。通过养牛，村民
的秸秆、玉米秆等成了可利用的宝贝，论斤
收购。 曾春显说：“我的牛场基本能消化全
村的秸秆，还计划流转30亩土地种牧草，明
年扩大养牛规模。”

在新塘组， 隔着山头， 远远就能听到
“嘎嘎嘎”的欢叫。以前整天无所事事的邹
洪福，带头当起了“鸭司令”，承包了一口水
库和一片山林，养殖了1万多只鸭。他指着
鸭群说：“一年可以养3批， 累计能达到5万
多羽，每羽利润有10元，收入可观。”

村民曾军利用废弃煤矿的场地和周边
荒山， 建起了开放式鸡舍， 实行低密度放
养。目前已经建好了无菌室和大棚，喂养了
1000余羽绿壳鸡苗。他说：“现在是试着喂
养第一批，重点在于掌握技术，了解市场，

今后要扩大到年出栏5万羽的规模， 扩大
‘鸡司令’的‘领地’。”

“泥鳅司令”曾立革叫来挖机，在原有
基地旁边挖了7口大池塘， 请了5名贫困劳
动力，专门喂养泥鳅，年产出20多吨，收益
80多万元。 他笑着说：“娄底范围内养泥鳅
的人很少，市场很大，很多人专程到基地来
购买，不愁销路。”

种养大户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涌现，
有效推动了扶贫工作开展。 许多贫困户
在“司令”们的帮助下，采取进农场务工、
入股合作社、 代种代养、 抱团创业等形
式， 紧跟发展步伐。 贫困户从2014年的
127户减少至41户，有望在今年底实现全
部脱贫。

村民纷纷“占山为王”，扶贫工作队和
村支两委跟进当好“诸葛亮”。刘志平介绍：
“现在村里已经成立了4家合作社，共有7名
‘司令’，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我们正计划整
合优势资源，在差异化特色经营的基础上，
打造田园综合体，构建融种养、采摘、休闲、
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产业。”

砂罐铺村“司令”多

遭受超强飓风，65名援外员工陷绝境1

祖国总是出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2

湖南建工精心组织，确保援外员工回家欢度中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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