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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我虽然走出了军营，但我还是
一个兵，更是一名党员，我的身体里
流淌着党员和军人的双重血液。”七
一前夕，面对记者的采访，湘潭世平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支部
书记方世平话语铿锵有力。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作为一名党员， 方世平创办公司帮
扶救助了一批军转从业人员和社会
群体；作为一名老兵，方世平用真诚
感化了一批涉军信访老户。

他把对党的忠诚、 对事业的追
求、对战友的情怀转化为实际行动，
书写着军人本色和党员风采。

自力更生，退伍军人
“用双手挣出快活日子”

一身绿色军装， 一头精神的板
寸，一首冲锋号的手机铃声，虽然距
离退伍已有35年了，但方世平的身
上仍保留着浓浓的军人气质。 他告
诉我们，如果没有当兵，没有老战友
们，也许就没有他今天的事业。

1979年，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
20岁的方世平踏上了开往广西的
班列， 成了一名奔赴南疆战役前线
的军人。1982年退伍后， 他在湘潭
市金属保温材料厂当了10年的保
卫科长。

后来企业改制， 已过而立之年
的方世平下岗。“我有手有脚， 就能
靠自己的双手挣出快活日子来！”怀
揣着不给党委政府添麻烦的念头，

方世平婉言拒绝了民政部门安排的
第二份工作， 从宵夜摊、 小饭馆干
起，开始了创业之路。生活虽然艰辛
清贫，但日子过得还算充实。

创立公司，“让战友们
有事可做，有钱可挣”

2006年春节期间，昔日战友又
聚集到了一起，举行团拜，交谈中，
方世平得知了许多战友下岗后的生
活困境。

“战友们个个吃苦耐劳， 只是
缺少一个施展自己才干的机会，我
能不能成立一个公司， 让战友们都
有事可做，有钱可挣呢？”方世平萌
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2009年， 方世平创办了一家军
地两用人才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组织
起一支以退伍军人为主体的施工队
伍，修厂房、建办公楼，安装管道……
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的队伍，加
上过硬的装备技术，6个月的工程量
4个月就完成了， 赢得了合作单位
的肯定与好评， 获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此举经媒体报道
后， 又有100多名退伍军人申请加
入到了方世平的公司。人员增多了，
但工程项目并不是说有就有， 僧多
粥少，怎么办？大伙儿眼巴巴地瞅着
方世平。

方世平大胆拍板：“那就再办一
个公司！”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2011年， 湘潭世平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正式成立， 业务范围主要是
为企事业单位、娱乐场所、商场、学

校、物业小区以及大型庆典、文艺演
出、商贸活动提供保安执勤服务。方
世平说，之所以为公司取名“世平”，
不仅仅是用了自己的名字， 更有为
保卫世事平安、 人民安宁贡献力量
的含义。

世平公司对退伍军人在录用、
待遇上优先考虑，年龄可放宽到58
岁，每逢八一建军节、春节，还向他
们发放慰问物资。有人来公司求职，
方世平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当过兵
没？”

为了让退伍军人在公司工作安
心，且能胜任本职工作，方世平坚持
每年定期举办专业技能培训， 经考
核合格后， 由区公安分局统一颁发
《保安员证》。就这样，一批批具有良
好思想素质、 文化素质和保安技能
的退役军人从世平公司起步， 陆续
走进保安队伍， 服务于不同行业的
单位和公司。

截至现在， 世平公司先后与湘
电集团、 韶山旅游服务中心等二十
多家单位签订保安服务合同， 先后
帮助382名复转军人、258名“4050”
人员、297名失地农民、223名待业
青年、175名就业困难人员成功就
业。

不忘初心，“党员
就该要像个模范的样子”

自己和战友的生活慢慢都好了
起来， 方世平将这些成绩都归功于
党：“我们都是在党的队伍里成长起
来的， 现在的一点成就也得益于党

为我们创造的大好时代。我们要时
刻提醒自己，不能忘本。”

为此，方世平自己当起了公司
的党支部书记，设立了公司党员学
习室， 将每月的26日固定为支部

“党员活动日”，定期组织党员学习
活动， 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管理。
每逢传统佳节，他都带领公司党员
和员工对烈士父母进行慰问，为老
人送去物资和慰问金， 帮助劳动、
聊家常。当看到新化县某小学学生
趴在地上做功课的报道时，他主动
与学校联系， 捐赠课桌椅40套；当
得知社区建设爱心超市时，带头捐
款2万元……他总说， 党员就该要
像个模范的样子。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那
年， 他得知个别老兵打算聚众上
访，便以公司“战友俱乐部”的名义
开展评选“十位模范战友”活动，把
公司所有退伍军人以及相互有联
系的部分参战老兵邀请过来参加
集体活动，通过联谊叙旧、文娱活
动、爱心帮扶等系列活动，用自己
的一片赤诚将矛盾缓和、 事态平
息。自此，每年的12月成为世平保
安公司模范战友评选、战友情感联
络月。

岳塘区下摄司街道党工委书
记王毅威说：“方世平不仅讲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更讲政治、讲党
性。对心有怨气的退役军人，以他
这种身份、 这种方式去做思想工
作，更接地气，更容易获得上访群
体的认同感，比我们的工作人员做
工作更有效。”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文峰

近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政治工作部给资兴籍武警战士何剑
波记一等功的喜讯在资兴市传开，
何剑波成了当地“红人”。“我们听说
他荣立一等功，真了不起，他是我们
的骄傲。”闻讯前来何剑波家祝贺的
一位村民说。

今年37岁的何剑波是资兴市八
面山瑶族乡团桥村人，1999年12月
入伍，现为武警交通第四支队二大队
六中队三级警士长。他曾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3次，2015年被武警部队
评为“十大标兵士官”，去年又被评为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2002年初，何剑波随队来到西
藏自治区萨嘎县， 住进牧民废弃的

羊圈，自己动手修营房、管养道路。
驻地平均海拔4400多米，大气含氧
量很低。

在新藏公路沿线，夏季泥石流、
冬季冰雪灾害频发。 何剑波所在中
队负责守护的新藏线上勤段平均海
拔4663米，常年滴水成冰、呵气成
霜。何剑波和战友们像钢钉一样，钉
在这条“天路”上。10多年来，何剑
波多次冒着生命危险， 从死神手中
抢回1500多人的生命，被驻地群众
称为“雪域守护神”。

2015年初，萨嘎县发生百年不
遇的特大暴雪， 何剑波每天辗转在
抢险救援路上，经常顾不上吃饭，饿
了啃口馒头，渴了抓把雪塞嘴里。一
个月下来，嘴唇干裂出血、眼睛布满
血丝，整个人瘦了10公斤。终于，他
和战友们开出了一条雪路， 数千台

车辆得以脱困， 上万吨物资得以进
入灾区，100多户牧民、近万头牲畜
获救。

2015年4月， 尼泊尔发生8.1级
强震，中尼友谊之路被切断。何剑波
作为突击队成员， 第一时间随队挺
进灾区。在清理友谊隧道口塌方时，
道路一侧是几百米的悬崖， 头顶还
有摇摇欲坠的巨石，路基十分狭窄，
容不下大型机械。“让我上！”已连续
奋战30多个小时的何剑波主动请
缨，驾驶挖掘机，在一条履带三分之
一悬空的情况下， 驶向中尼友谊隧
道，开展隧道清理工作，顺利打通救
援通道。

去年1月25日， 西藏阿里地区
普降暴雪，马攸木拉段被积雪覆盖，
30余辆车100多人被困途中。 当时
参加救援的何剑波坐在挖掘机驾驶

室里根本看不清路面，情急之下，他
跳进雪里，站在车前，一步步为车辆
探路。他坚持了5个小时，最终打通
了500米积雪道路， 为受困车辆开
辟了通道。

深圳“12·20”特大滑坡抢险
救援、新疆叶城“7·6”特大泥石流
救援、西藏日土“7·17”特大冰崩
救援……作为一名技术过硬的挖掘
机操作手， 除了养护保通新藏“天
路”外，何剑波还经常赶赴各地参加
抢险救援， 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

由于常年坚守在条件恶劣的雪
域高原和野外作业，风吹日晒，正值
壮年的何剑波看上去比同龄人显得
“老”很多，还患上了高原性心脏病，
但他说：“只要部队需要， 我就会坚
守下去，绝不打‘退堂鼓’。”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赵凌志 ）品种钢产量、效益双
增，推动华菱涟钢涅槃重生。记者今天
从涟钢获悉，上半年该公司销售品种钢
124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26万吨；品种
钢创效5.2亿元，为去年全年的2倍多。

面对钢铁行业总体供大于求的严
峻形势，涟钢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
中心，坚持品种质量立企。涟钢所在地
娄底市委、市政府，贴心服务，助推涟
钢“三供一业”社会职能分离移交，让
企业轻装上阵，专注发展。涟钢抓住市
场回暖的契机，大干快上。今年确立了
“三年振兴”计划，全面启动“质量效益
型”战略，瞄准宝钢、武钢，赶超标杆，
打造“优钢企业”。

推进产品结构纵深调整。 相比普
通钢板，品种钢质量等级水平更高，盈
利能力更强。涟钢以销售收入3%以上
的科研投入，开展新工艺、新技术、新
材料的研究应用， 目前已形成三大系
列108个品种， 高强极限薄规格品牌
品种钢优势逐步形成： 冷热轧汽车用

钢、工程机械用钢、中高碳钢、耐磨钢
等拳头产品迅速放量；VAMA汽车板
基板质量控制稳步提升；冷轧镀铝锌
板极限规格为国内独家 ；3mm和
4mm极限规格耐磨钢处于行业领跑
地位；镀锌无铬耐指纹产品应用在高
端家电、通讯行业。

产品对路，质量过硬，自然能得
到市场追捧。涟钢与国内最大自卸车
改装企业签订了耐磨钢技术协议，并
接到首批试用订单，目前已完成国内
全部大型自卸车企业的准入；耐热钢
在2016年开发成功并实现批量订货
后，今年又收获韩国最大的耐热钢终
端用户———韩国国家燃气公司的试
用订单；1.2mm超薄高强钢在高端集
装箱板市场与宝钢同台竞争；今年开
发的中车火车车厢板Q450NQR1迅
速占领市场；高强工程机械用钢达到
行业先进水平， 可替代进口， 斩获
2016年度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
奖”，跻身当年钢铁行业十大“特优质
量奖”行列。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徐敏） 奥凯航空6月30日
发布， 该公司与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签
署银企战略客
户合作协议，将
在未来3年内获
得中信银行长
沙分行 30亿元
综合授信额度，
以支持奥凯航
空在湘发展。

奥凯航 空
董事长王树生
介绍，奥凯航空
湖南分公司自
2014年成立以
来，不断增加通
航城市，累计已
经开通 20余条
长沙始发的国
内、国际（地区）
航线。

为 积 极 对
接湖南“开放崛
起”战略 ，奥凯
航空将每年在
湖南新投放不

少于3架飞机，2020年达到20架飞
机规模， 不断扩大在湘航空市场份
额。

“身体里流淌着党员和军人的双重血液”
———记湘潭世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支部书记方世平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陈永
刚 通讯员 蒋志斌 邓祥雁）7月1日
是党的生日。这天一早，长沙县金井
镇涧山村89岁的老党员李纯希，整理
好容装，庄严地捧出一面五星红旗走
向自家门前的升旗台。“起来，不愿做
奴隶的人们……” 口中唱着国歌，李
纯希牵引着升旗绳，目送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 自1997年7月1日首次在自
家门口举行升旗仪式后，升国旗成为
了李纯希每天的必修课，拥有69年党
龄的李纯希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
对党的感恩和祖国的热爱。

李纯希20岁时便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当过民兵、做过村支书，也
担任过公社秘书和林场管理员等职
务， 一张张泛黄的奖状诉说着对李
老工作的肯定和赞许。

“这些都是党和国家给的，我一
直心存感激， 也忘不了党和国家的
恩情。” 望着泛黄的奖状和荣誉证
书，声音沙哑的李纯希说，没有党，
就没有他的今天。因此，尽管退休多
年， 他心里一直想着为党和国家再
做点什么。

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祖

国，普天同庆。原本就非常振奋的李
纯希在电视上看到升国旗的画面
时，一种爱国热情不由自主地升腾。
“我当时就跑到集镇上买回了一面
国旗， 并从后山上砍了根竹子当旗
杆，在门前升起了国旗。”李纯希说，
他感觉用这种方式， 能够表达自己
心中对党的感情。

这一升就是20年， 风雨无阻。
“每天都坚持，早上6时左右升起，晚
上6时左右降下， 没有一天落下，到
今天应该有7300多次了。” 李纯希
说，看到生活越来越好，祖国一天比

一天富强，每次升国旗时，心中都充
满着自豪和骄傲。

20年来，李纯希换了30多面国
旗，用坏了4根竹竿和一根铁旗杆。
“每次逢重大节日，父亲便要我们全
家一起升国旗，唱国歌。”李纯希的
女儿李平告诉记者， 在父亲的熏陶
下，他们兄弟姐妹也深受教育。

在这位老党员心里，这面国旗代
表的就是自己对党和国家的一份热
爱、一种祝福。他告诉记者，在自己的
有生之年， 升旗仪式还会继续下去，
直到自己动不了的那天为止。

89岁老党员李纯希20年每天升国旗

守护雪域“天路”
———记荣立一等功的资兴籍武警战士何剑波

优化产品结构 打造“优钢企业”
涟钢品种钢创效上半年超去年全年2倍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王勇）汽车用钢综合解决方案
供应商———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
有限公司（VAMA）今日透露，VAMA
高强钢以及超高强钢， 稳定批量供应
一线合资及自主品牌汽车主机厂、冲
压件厂，赢得市场认可，目前已连续6
个月盈利，发展势头强劲。

VAMA由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
塔尔集团合资建设， 消化吸收本地供
应热轧基板， 采用高科技生产加工流
程， 生产目前市场上短缺的高强度汽
车用钢产品。

VAMA开发出的高端钢种，在不增
重的情况下拥有超高强度。产品通过激
光拼焊技术结合成B柱等汽车安全部
件，提升了整车安全性，同时实现汽车
轻量化。 目前，VAMA正积极筹备生产
供应新一代带涂层热成型用钢产品，强
度更强，减重幅度增加10%至15%，协助

汽车制造商应对更严格的排放法规和
安全要求。

在安赛乐米塔尔全球研发中心
以及EVI（供应商先期介入）团队的支
持下，VAMA与国内汽车主机厂联合
研发设计下一代车型，包含新能源电
动汽车， 减少现有车辆设计的成本，
实现白车身15%的减重目标。 目前，
VAMA汽车用钢解决方案已应用于
新能源汽车白车身以及一体成形门
环、电池包、前后车架等。

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据介绍，
VAMA生产效率在稳定提升，质量合
格率达到98.5%。同时，VAMA携手西
班牙钢铁服务商钢宝利合资成立
GONVVAMA，在常熟、重庆、沈阳和
娄底建设完成4家汽车用钢先进技术
服务中心，提供准时供货、轻量化解
决方案和专利的激光拼焊服务，以及
一体成形门环技术解决方案。

做汽车用钢综合解决方案最佳供应商
VAMA公司已连续6个月盈利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赵洁）7月1日起， 全国所有地
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按照《全国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操作规
程》要求，通过平台办理住房公积金异
地转移接续业务。 记者今日从长沙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 作为最早
一批公积金异地转移试点城市， 长沙
今年3月已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
转移接续平台。截至目前，通过平台操
作， 该中心已成功办理住房公积金转
出转入共计132笔。

据该中心负责人介绍， 没有接入
平台前， 外出求职生活或回家乡安居
创业的人，都要面临住房公积金“转移
难”问题。职工需要到转入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开具转入证明， 再到转出
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交转入证明
等相关资料，“折返跑两次” 才能办结
异地转移手续，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接入平台后， 凡是从外地转入长
沙市公积金中心并已开户缴存的职

工， 转出地已接入转移接续平台的，
只需提供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核实本
人在异地缴存公积金的机构名称以
及个人账号后，申请将原工作地缴存
的公积金转移到长沙市公积金中心。
同时，可批量办理异地接续，同一单
位多名职工办理异地转移接续的，可
委托单位经办人代为申请。本地账户
转出外地时，由转入地公积金中心通
过平台发送联系函，长沙市公积金中
心接收平台信息后进行处理和转出。
省去了职工在转入和转出地之间的
往返奔波，简化了接续手续，缩短了
办理时间。

该负责人表示，全国住房公积金
异地转移接续平台上线后，方便跨省
就业职工就近、高效办理住房公积金
异地转移接续业务，确保职工公积金
账户在异地转移过程中的资金安全,
有利于缴存职工连续计算公积金缴
存年限，有效支持了缴存职工异地使
用住房公积金。

跨省就业免受“两地折返跑”
长沙执行公积金异地互转新规

奥凯航空获中信银行长沙分行30亿元授信
2020年在湘投放20架飞机

7月2日，资兴市白廊镇
恒魁村， 资兴市畜牧水产局
驻该村工作队购买8万余尾
优质禾花鱼苗， 免费发放给
17户贫困养殖户。

肖晨威 摄

贫困群众
获赠禾花鱼苗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7月 02日

第 201717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06 1040 838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54 173 286142

2 6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7月02日 第2017076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2104202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21488
3 17663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50
77977

1455485
10735920

64
2742
50466
371257

3000
200
10
5

1304 09 14 1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