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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董劲

11月22日，天气放晴，长沙市天心区黑石
铺街道拆迁指挥部罗伟军的办公室分外宁
静。

一份由天心区委发出的追授罗伟军同志
为“天心区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的红头文
件，静静地躺在他的办公桌上，文件旁边还有
一杯绿茶，仿佛在等候着主人前来。

“罗伟军干工作太拼了，忙里忙外不知道
停歇。 ”与罗伟军搭档十几年的黑石铺街道铭
安社区党总支书记罗安定说， 他至今都不敢
相信罗伟军已经走了。

11月15日晚上， 罗伟军因突发脑溢血抢
救无效去世，年仅50岁。 罗伟军走了，但办公
桌上还未发出的草拟通知、 笔记本上详列的
工作计划还没完成……

奔跑在一线的贴心人
这几天，罗安定很不习惯，有时遇到工作

上的问题需要找人交流， 他会下意识地拿起
手机拨打同事———铭安社区副书记、 主任罗
伟军的电话。

“一起搭档了13年，有什么事都是一起商
量，砣不离秤、秤不离砣，不是手足胜似手足
啊。 ”罗安定说。

“他既是兄长，也是师傅，没有他，就没有
现在的我。 ”社区工作人员吴佳每每回忆起罗

伟军帮助自己成长的点点滴滴， 就会眼眶湿
润。

怀念罗伟军的又岂止他们。 事发后，接连
几日， 铭安社区上百名居民自发前往医院看
望，与罗伟军“告别”。

“罗主任做事认真，没有架子，是我们群
众的贴心人。 ”社区居民李海云说，有一次，自
己去集贸市场买菜， 看到占道的小摊小贩比
较多，于是直接给罗伟军打电话，他不到15分
钟就赶过来了。“后来社区立马整改，现在好
多了。 ”

“罗主任干工作有股拼劲，只讲奉献，不
图回报。 ”黑石铺街道黑石村(现为铭安社区)
墓芦屋组组长许杰说起罗伟军更是钦佩不
已。“2016年，我们组上的路都还是泥巴路，是
罗伟军主动申请专项资金和政府补贴， 克服
重重困难，实现村村通、户户通。 ”

13年来，为了社区建设发展，罗伟军总是
带头冲锋、勇挑重担、不知疲倦。 不论是征拆
一线、抗洪抢险现场,还是矛盾集中地，总会有
他的身影。

舍己为人的好干部
罗伟军担任副书记、 主任的铭安社区位

于黑石铺街道北大门， 是天心区的重点拆迁
安置区域，拆迁、安置以及城中村改造压力很
大。

面对压力， 罗伟军总是说：“不怕， 咬咬
牙， 把这个大任务完成好， 让大家住上新房

后，就可以歇一歇了。 ”
可惜大家还没全部住上新房， 罗伟军已

经走了。
“这么多年， 他总是把工作放在首位，

以社区为家。” 罗安定还告诉记者， 2015年
黑石村开始实施提质改造工程， 身为党员的
罗伟军主动将自家房子拆除， 并带头宣讲政
策。 可是最先拆迁的罗伟军， 却选择先安置
别人， 直到去世前自己的安置房还没去落实
好。

2016年、2017年汛期，黑石村多处出现塌
方、险情，罗伟军第一时间带领村中的工作人
员，扛沙包、巡河堤、守险点、转物资，并主动
提出帮同事值班。

“他就是一个可以为了他人利益，舍弃自
己的人。 ”罗安定感慨。

在当地，罗伟军还是出了名的孝子。 前不
久，他的母亲有点不舒服，罗伟军百忙之中抽
出时间送母亲去看病。 在医院里听说他也有
些不舒服时， 一同前去的姐姐劝说罗伟军也
一同检查，并帮他把检查的手续都办了。 罗伟
军有高血压、高血脂，平时也没当回事，有点
小病就扛着。 临检查前，罗伟军接了个工作上
的电话，于是提前赶回办公室。

“他总说忙完这段时间再去看病， 忙完
这段时间就休息， 忙完了再好好陪陪我们，
可……” 罗伟军的妻子贺芝元两眼红肿着
说， 他这么多年， 一心扑在工作上， 对谁都
好， 就是对自己太苛刻。

赤胆忠心 天地可鉴
———追记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街道铭安社区主任罗伟军

� � �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卢默生）11月21日，新田县委两新
工委为全县105个“两新”（新经济组织和
新社会组织）党组织订阅了2019年度《湖
南日报》等主要党报党刊200多份。

近年，新田县大力开展“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从县里主要部门向“两新”组织下
派60名党建指导员，实现“两新”组织党的
工作100%覆盖。 2017年，该县为“两新”组
织免费赠送《湖南日报》等主要党报党刊，

并把学习党报党刊纳入对各“两新”党组织
及党员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推动大家学
党报党刊见行动， 主动在各行各业继续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到目前，该县涌现出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的东山农场党员刘道忠等先
进典型。 该县个私协第6党支部党员蒋贤
喜说， 支部经常组织我们集体学习党报党
刊，结合各自的工作进行讨论、交流，大家
的凝聚力增强了， 提升了服务群众的自觉
性。

� � �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苏莉）11
月16日，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在香港联交所完成3年期3亿美元债券上
市发行， 湖南省海外联谊会法律顾问团的
律师们为此次债券发行提供了全面法律服
务。这是省海联会法律顾问团助力湘企“走
出去”的又一成功案例。

湖南省海外联谊会法律顾问团成立于
2017年2月， 是为海联会理事、 港澳台同
胞、 海外华人华侨提供法律服务的公益性
专业咨询组织。一年多来，为17个国家和地
区的成员， 免费提供了630多件咨询服务
以及30多件专项法律服务， 涉及债务纠
纷、公司法律顾问、企业境外投资以及劳务
纠纷等多种案件类型，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作为内地和港澳共同出资建设的“世
纪工程”，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的法律问
题繁多复杂。 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潘传平
律师带领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为其建设过程
中的涉外法律、招投标、知识产权、仲裁等
专项法律事务提供法律帮助， 仅帮助施工

单位申报成功的发明专利达23项之多，为
港珠澳大桥的顺利建成提供了有力的法律
保障。

在境外投资案件中， 法律顾问团还为
金杯电工有限公司印尼设立合资公司、湖
南世强实业有限公司投资老挝帕登实业有
限公司、 爱尔眼科要约收购西班牙最大民
营眼科医疗集团、株洲高科集团发行5000
万元美元境外债券等， 提供专项境外投资
法律服务。累计促成海联会成员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投资近60亿元。

在提供境外投资法律服务的过程中，
法律顾问团意识到， 随着国家“一带一
路” 建设的推进， 海联会成员境外投资行
为将更加频繁， 更加深入。 潘传平介绍，
为向成员企业提供更加全面、 精准的境外
投资法律服务， 法律顾问团正组织相关专
家、 学者、 资深律师编写 《“一带一路”
投资风险防范指南》， 内容涉及各投资东
道国和地区的政治、 宗教、 文化、 法律制
度， 切实帮助企业把控境外投资的法律风
险。

� � �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刘亦苗）11月21日，湖南省残疾人
康复研究中心与芙蓉区55家幼儿园开展
“助力成长”爱心共建园结盟授牌仪式。 这
标志着，芙蓉区将有55家爱心幼儿园为残
障儿童提供学前教育机会， 为残障儿童打
开了一扇大门。

残障儿童能否正常接受教育， 融入社
会， 关系着他们自身的前途命运和无数个
家庭的幸福安宁。据悉，我省每年经过康复
机构培训的0—6岁孩子，入普幼普小接受
融合教育的与需要尚有差距。 省残疾人康
复研究中心希望通过此次行动， 呼吁全社

会用爱点亮残疾儿童的人生幸福。
芙蓉区教育局芙蓉公寓幼儿园园长张

师丹表示，“助力成长” 爱心共建是给折翼
小天使们架起一座桥梁，共建行动已有55
家幼儿园结盟， 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幼
儿园加入， 希望幼儿园的老师与孩子们一
起，传递真诚和善意，为折翼小天使插上起
飞的翅膀。

活动上，省残联副理事长陈毅华表示，
爱心共建为残障儿童康复教育工作提供了
有效途径，今天的结盟只是开始，今后将向
更广更深推进， 使普惠性学前教育惠及更
多残障儿童。

曾为港珠澳大桥建设“保驾护航”
省海联会法律顾问团搭建湘企“走出去”法律服务平台

■党报党刊发行

新田为“两新”党组织免费赠送党报党刊

芙蓉区55家幼儿园向残障儿童敞开大门
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有了结盟伙伴

“三樟黄贡椒”
获农产品地理标志

衡东“三樟黄贡椒”总保护面积
3334公顷，年总产量5万吨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阳程杰）“‘三樟黄贡椒’成熟鲜果辣中带甜，皮薄肉厚，
口感爽脆……”今天，记者从衡东县农业局获悉喜讯，

“三樟黄贡椒”农产品地理标志正式通过评审。
11月20日，2018年第三次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专家评审会在北京举行。 在评审会果蔬组答辩
会上，衡东县委主要负责人为“三樟黄贡椒”作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专题汇报，顺利通过农业农村部、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组织的专家评审。 这是该县第
一个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身份证”的产品。

目前，在衡东县，“三樟黄贡椒”保护范围为该县
境内三樟镇、石湾镇、新塘镇等10个乡镇，总保护面
积3334公顷，年总产量5万吨。 目前，衡东县共有土
菜餐饮店400多家，在全国各地开办的特色店、连锁
店500余家。 土菜产业链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土菜
产业链产值达27亿元，作为“土菜之魂”，“三樟黄贡
椒”供不应求。

电子信息新材料产业园初具规模
11月21日，新建成的郴州经开区电子信息新材料产业园。 该项目2017年12月开工建

设，今年11月初已完成所有厂房的主体建设工程。 目前产业园共签约15家中大型电子材
料型企业，是郴州市全力打造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产业基础。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