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姚跃初）湖南交水建集团发挥设
计、施工、科研“全产业链”优势，通过“借
船出海、驾船出海、造船出海”等多种方
式，加大力度开拓非洲市场。截至8月底，
非洲市场在建项目共20个，合同总额达
50亿元，“路桥湘军”的美名在非洲大地
获得广泛赞誉。

湖南交水建集团旗下企业湖南路
桥、 交通国合上世纪70年代初就进入
非洲市场， 先后在非洲十几个国家参
与了近100个工程项目的实施，公路项
目通车公里数累计近五千公里， 累计
完成合同产值近100亿元，为非洲国家
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卢
旺达机场和公路项目， 至今还在很好
地发挥着互连互通作用。2008年参与
建设的刚果（布）国家一号公路项目，
是刚果（布）交通史上的“梦想之路”。

他们在开展业务的同时， 不忘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 为所在国培训专业技术
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捐献教学物资和
设施、改善农村道路、捐建医疗设施和
物资、改善饮水条件等，极大地促进了
中非友谊发展。

目前， 交水建集团在非洲从事海外
工程业务的司属企业包括湖南路桥、交
通国合、 交通设计院、 交通科研院等单
位。在建项目共20个，合同总额50亿元，
占集团整个海外业务的89.54%，项目分
布在刚果（布）、刚果（金）、肯尼亚、卢旺
达、马里、加蓬、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
国。

今年以来， 交水建集团充分发挥投
融资优势，开展“小投资、大承包”，带动
业务扩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工业园区、
港口码头及水利工程建设。今年1至8月
又在非洲新承接项目9个， 合同总额12
亿元。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陈泓树 靳晴）今天，记者从中建
五局获悉，近10年来，中建五局积极参
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立足刚果（布），涉
足加蓬、乌干达等国，共承接12个基础设
施项目，合同总额约74.95亿元，施工里
程达578公里。

2007年，中建五局成功承接中国援
建非洲的重点工程———刚果（布）国家一
号公路项目。 由此， 踏上了走进非洲的
“快车道”。

“道路通，百业兴”，为了帮助刚果
（布）打通布拉柴维尔和黑角之间的天
堑，中建五局团队根植非洲，深入马永
贝原始森林，进入尼亚黑河谷，翻越巴
塔赫高原，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建成
了被当地百姓誉为“梦想之路”的刚果
（布）国家一号公路。在这艰难的八年
里，中建五局克服了物资匮乏、蚊虫肆
虐、疾病困扰等极端挑战，战胜了曾经
令人望而却步、 不能征服的马永贝原
始森林， 最终让“天堑” 变成了“坦

途”。
中建五局还为当地捐建了3所学校，

为沿线免费修建进村公路3条、便桥5座，
改善了当地民生。 累计雇佣当地劳动力
超过4000人， 开展了大量的属地化培
训，通过技术交底、培训、言传身教等方
式，为刚果（布）培养了一支建筑产业大
军， 赢得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赞扬和尊
敬。

修的是路，连的是心。2016年3月1
日，项目正式通车之时，刚果（布）总统
萨苏向中建五局及其他主要参建单位
的人员授予了刚果（布）国家“骑士荣
誉勋章”。萨苏说：“自从刚果（布）独立
以来， 历届领导人都希望能够修建这
条公路。中国建设者圆了刚果（布）几
代人的梦想， 是真心实意帮助我们发
展经济”。

如今， 这条全长约536公里的经
济大动脉，极大提升了刚果（布）的陆
路运输水平，也是中非友谊的最好见
证。

中建五局挺进非洲：
修的是路，连的是心
共承接12个基础设施项目

合同总额约74.95亿元，施工里程达578公里

湖南交水建集团：
“路桥湘军”美名扬
在建项目20个，合同总额达50亿元

8月29日，南县经济开发区宏国星电子厂生产车间，工人组装高频电源变压器。今年，该厂扩大生产规模，安置就业人员300余人，产品销往深圳、东
莞等地。1至7月实现产值1620万元，同比增长14.08%。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胡建根 摄影报道

产业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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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凌晨， 在娄底市娄星区桑塘街茅
塘社区，一居民楼内发生持刀劫持人质案，民警
黄其焕挺身而出，置换人质。

歹徒情绪失控，用菜刀抵住黄其焕的脖子，
将植物油淋在他身上；点火未果后，又拉开煤气
罐阀门，扬言要“同归于尽”……

经过5个多小时生死周旋，黄其焕与战友里
应外合成功擒获歹徒。

午夜独自置换人质

“快来，有人拿菜刀放肆砍人！”
8月30日凌晨0时10分许， 在娄星区公安

分局涟滨派出所， 一个报警电话打破了夜的
寂静。报警地点在桑塘街茅塘社区一栋3层居
民楼内。

刚抓回几名吸毒嫌疑人， 民警黄其焕还来
不及喝口水，又立即带人出发。

赶到现场， 一阵阵打砸声、 呵斥声不绝于
耳。

“顶楼的戴某受了刺激， 拿着菜刀乱砍
人”；“隔壁房间还有小孩， 吓得不敢出来”；

“母亲也被他推下了楼梯……”住户们纷纷提
供线索。

黄其焕冲上楼。在二楼拐角处，身材魁梧的
戴某情绪异常激动，挥舞着菜刀，将另一男子逼
到角落。

“不准上来，否则我杀了他！”戴某举起菜
刀，放出狠话。

“有话好好说，没必要动刀子！”黄其焕大步
上前，“我是警察，放开他，让我来！”

几番劝说，戴某答应用黄其焕交换人质。为
了让其他滞留人员也能脱险， 黄其焕跟随戴某
进了旁边一个房间。

菜刀架在脖颈上

黄其焕一进门，还没适应昏暗的光线，就被
一把冰冷的菜刀架在了脖子上。

大门反锁，屋内成了独立空间。
“别动！”刚有反抗动作，黄其焕的脖颈上立

刻出现了一条4厘米左右的伤痕。
戴某找来一根电源线， 让黄其焕把自己捆

起来。趁着黑暗，他随便缠了两圈，以便脱身。
“再糊弄我，就直接切进去！”戴某恶狠狠地威胁
道。

时间过得很慢，房间内气氛异常紧张。黄其
焕尝试做思想工作， 可暴躁的戴某不断在他脖
颈上留下伤痕。

黄其焕的同事在外面喊话， 想分散戴某注
意力。心烦意乱的戴某举起刀，在黄其焕身上又
割下几刀，并大喊：“我要杀人了！我要杀人了！”

黄其焕几次自救未果。随着戴某情绪起伏，
黄其焕的额角、脖颈、胸口、手臂、大腿上留下
20余道血痕。

外面民警担心黄其焕安危，连忙发出暗号：
“黄哥，要给你们送点水来么？”

黄其焕觉得还不适合强攻， 连忙打暗语：
“不行！”

身上被浇满植物油

民警、特警把楼房围得水泄不通。
戴某更加暴躁。他打开水龙头，让黄其焕躺

在湿漉漉的地面，并不时向阳台上丢东西，试探
外面民警反应。

戴某将一整桶植物油全浇在了黄其焕身
上，拿出打火机企图点燃毛巾引火。所幸毛巾被
水打湿，无法点燃，黄其焕幸免于难。

随后，戴某又打开煤气阀门，扬言只要民警
强攻，就“同归于尽”。

僵持了4个多小时，长时间滴水未进，再加上

体能消耗，戴某有些难以支撑，精神开始放松。
“咱们无怨无仇，何必以死要挟。”黄其焕找

准机会，“我知道，你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现在收
手还来得及。”

见戴某认真倾听， 黄其焕又接着说：“我们
的目的不是抓你，而是帮助你。”

黄其焕顾不得身上多处伤痛， 持续安抚戴
某情绪，为前来营救的战友们赢得时间。

“老婆，昨晚出了点‘小事’”

娄星区公安分局、 娄底市公安局巡特警支
队的战友们抓紧时间部署警力，研究处置措施。

“我们准备了几套营救处置方案，最终决定
找准时机，在保证人质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强制
措施。”现场调度指挥长介绍。

5时许， 戴某精神压力和体力已经快到极
限。

“马上就要天亮了，白天对你更不利，我们
尽快把事情解决好不好？”黄其焕看准时机进行
心理攻坚。同时，趁戴某精神涣散，他用暗语与
屋外民警频频应和。

戴某被攻克心理防线，一步步走向门口。
就在开门瞬间， 当看到屋外全副武装的民

警和特警时，他立刻情绪激动起来，又迅速退回
屋内。

黄其焕假装摔倒，挣脱束缚，并迅速冲出门
去。与此同时，屋外特警迅速冲了进来，成功将
戴某控制。

经历5小时生死周旋， 已经虚脱的黄其焕，
拿起手机给妻子报平安：“老婆，昨晚出了点‘小
事’……”

话筒另一头，妻子已泣不成声。
黄其焕告诉记者：“其实， 当刀架在脖子上

时，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现在，人质都解
救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黄泽玺 王宏 ） 为期62天
的暑运于8月31日收官。 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今日发布，暑运期间（7月1日
至 8月 31日） 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473.6万人次， 保障运输起降33969架
次，同比分别增长10%、6.2%，均创历
史新高。

暑运期间， 黄花机场始发客流以旅

游出行为主，商务交流为辅。始发客流前
10大热门城市分别为： 北京、 上海、海
口、三亚、西安、天津、重庆、昆明、成都、
厦门。

目前，在黄花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
达57家，执飞航线245条，已构架起全
面辐射东亚、东南亚、南亚三大核心腹
地，连接欧洲、美洲、大洋洲的航线网
络。

面对劫持人质的持刀歹徒，民警黄其焕大步上前———

“我是警察，放开他，让我来！”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张恬）8月30日晚，中联重科发布
2018年半年报。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147.2亿元、净利润8.64亿元；经营性现
金流达15.95亿元，同比增长128.8%。

中联重科工程机械优势板块集群效
益凸显。 受益于国内基建投资力度不减
及“一带一路”建设，工程机械行业保持
持续复苏态势。报告期内，中联重科工程
机械产品销售收入达135.92亿元， 同比

增长61.15%。
海外市场取得新突破。目前，中联重

科境外8个生产基地初见雏形，其中中白
工业园基地建设加速推进，意大利CIFA
正加速升级为涵盖混凝土、工起、建起产
品的综合性公司。

智能化升级持续推进。2018年上半
年， 中联重科共新增9款4.0智能化工程
机械产品。同时，正着力打造工业互联网
技术平台。

工程机械行业持续复苏
中联重科

上半年营收147.2亿元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今天起 ，旅客就可购买国庆长假
铁路车票了。截至2日18时，10月1日
当天从湖南往北上广等主要热门地
区高铁普铁票均紧俏，建议旅客尽早
购票。

今年国庆假期为10月1日至7日。按
照全国铁路网络和电话订票预售期为
30天的规定，从9月2日起，旅客可通过
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订票电话，购

买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
铁路部门预计， 由于今年中秋节（9

月24日）与国庆节仅相隔6天，从9月22
日起到国庆假期， 铁路客流将呈现居高
不下的态势。

湖南旅客需注意，今年9月23日起，
长沙将开通直达香港的高铁列车， 届时
预计湖南地区国庆假期乘高铁出行人次
将持续攀升。 建议出行旅客请尽早规划
行程，提前购票。

国庆长假火车票开售
预计22日起客流持续攀升，建议尽早购票

黄花机场暑运客流
同比增长10%
长沙飞北京客流最多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宋一异 邓良

“您好，我是市林业局的工作人员，这是我
去年伪造公务接待函套取的8000多元，我诚心
接受组织的处理。”

8月17日下午， 宁乡市林业局行政审批科
科长许某来到宁乡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局纪检
监察组，主动交代自己的违纪问题。

8月16日，宁乡市票据监察中心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直奔主题、直指票据，对该市林业局
抽查上月的财务凭证检查红包礼金问题。结果，
第二天就有人“坐不住”了。

据悉， 由于在今年4月20日开展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自查
自纠时，没有把违规购买土特产送礼的问题
进行申报，许某得知相关票据被抽查，意识
到纸终究包不住火，向组织主动坦白交代问
题。

这是宁乡使出“票据追踪”这招“杀手锏”，
让红包礼金无处藏身的一个缩影。

早在今年2月，宁乡市就拉开了“红包礼金
歼灭战”的序幕。通过起底案件线索、彻查“协调
费”，该市严肃查处了13名党员干部违规收受红
包礼金案件，形成了有力震慑。中央巡视组进驻
湖南以后，随着问题线索交办件的办理和2名常
委班子成员被立案查处， 红包礼金等问题再次

凸现出来。
治顽疾需下狠招。公款赠送红包礼金，都需

通过不同方式在财务报账来套取资金， 截断资
金来源是关键所在。

今年7月，宁乡市委决定，由市纪委监委与
财政、审计、工商、税务等部门联合组建票据监
察中心，人员“一次一抽调”、监察“一次一授
权”，从票据入手，直奔“主题”，一查到底，以突
击、机动、点穴式抽查抓线索、找问题，实现“釜
底抽薪”。同时，定期对信访举报、投诉、审计、巡
察、各类检查情况，以及智慧纪检平台数据比对
发现疑似问题线索，进行分析研判，并选定问题
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单位
为票据监察对象。

“弄虚作假套取资金一定会有痕迹。”参加
过检查的市审计局工作人员陶万红介绍：“跟全
面巡察和专项审计不同，这种检查‘短平快’、有
的放矢，发现疑点发票，就现场核实项目、商店、
饭店、经手人、参与人，溯源究底，捕捉蛛丝马
迹。”

8月15日， 该中心检查组在市畜牧水产局
检查时， 发现一张606元的接待用餐发票派餐
单时间是3月19日， 菜单记载却是5月22日；此
外一张3015元的会议餐发票， 会议方案是4月
12日，菜单时间也是5月22日。为进一步查清是
否存在虚报发票或违规接待情况， 检查组立即

赶赴就餐饭店。 经了解和比对， 检查组查到了
606元的消费记录， 但未查到3015元会议餐记
录。

面对质疑， 发票经手人先以记不清楚为由
意图蒙混过关，但在饭店的消费单据面前，最终
说出了实情。原来，该单位一直在这家饭店“挂
账” 消费，606元的发票到5月22日才集中刷卡
报销；3015元的会议餐则是因为此前经手的零
星接待和工作加班用餐费用没有及时开派餐
单，便利用虚列会议用餐方式将3015元予以报
销。目前，该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派驻纪
检监察组进一步调查处理。

目前， 该票据监察中心已先后深入该市
17个单位进行突击检查，发现疑点票据15张。
通过追踪调查，虽未查到“4·20”后的红包礼
金问题，但发现了专改治理不彻底、违规公务
用餐等问题，已收缴违纪资金8840元，问责处
理7人。

“对巡视反馈的问题立行立改，真抓真改
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宁乡经开区党工委
书记、市委书记周辉表示，该市将继续通过票
据监察追踪查、专案线索彻底查、巡察监督靶
向查， 以红包礼金整治为切入口， 聚焦纠治
“四风”顽疾，加强纪律教育，净化政治生态，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
基层延伸。

宁乡“红包礼金歼灭战”使出“杀手锏”———

“票据追踪”发威 违纪者“坐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