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4月10日，资兴市白廊镇东江湖水域，工作人员在投放鱼苗。 当天，资兴市启动2019年春季东
江湖渔业增殖放流活动，投放鳙鱼、鲢鱼、草鱼等“净水鱼类”80万尾，以保护东江湖水环境，促进渔
业可持续发展和库区移民增收。 近年来，该市每年分春季、夏季、冬季常规鱼种和银鱼受精卵补充
投放四个批次进行东江湖渔业增殖放流。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朱孝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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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皮柏枝

在常德， 该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家“明星企业”。

方际三曾是这里的“掌门人”，但他迷失了
方向，最终从巅峰重重跌落。

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近日，记者走进常
德市纪委监委，对此进行了探访。

结识所谓“高端人群”
从一名普通的专业技术人员到一家大型国

有企业的负责人，个中努力可想而知。 35年后，
方际三仍然记得自己当年第一个月工资是34.5
元。

“2003年，刚走上领导岗位，自己心里除了
工作成果的满足感， 又开始多了一些其他的东
西，那就是贪。 ”他忏悔道。

办案人员介绍，2009年， 方际三开始利用
自己掌握的资源帮一些企业老板到外地做房地
产，谋划自己的发财路。 第二年，他通过他人介
绍，认识了某房地产公司老总龙某，两人逐渐发
展成为情人关系。再通过她，方际三接触到一些
所谓的“高端人群”，开始贪图享受。

“攀比之心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扭曲，
开始了自己的享乐主义。 ”方际三迷恋奢侈品牌，
龙某帮他定做一套西装就花了3万多元。 为投其
所好，建筑工程项目经理陈某群等人，专程到长
沙、武汉、上海等地，陪同或为其购买服装。

“这几年，我买衣服花费共30万元以上。 ”方
际三坦言，自己喜欢开“好车”，工程承包商陈某云
先后于2013年、2015年购买了宝马730、 丰田埃
尔法汽车，长期借给他使用。

找到自己的“钱袋子”
方际三将这些“高端人群”当作讲义气的朋

友，尽量多地把“好项目”交给他们做，把他们当
作自己的“钱袋子”。

2013年至2017年， 陈某群为从常德城投
及其下属公司承接项目工程， 找到时任常德
天源住房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方际三帮忙。
方际三帮其打招呼， 陈某群顺利承接到相关
工程。

办案人员介绍，2014年7月底，龙某持方际
三名下信用卡在美国使用。为方便她刷卡消费，

方际三安排陈某群往卡中存入人民币和美金。
2015年下半年， 陈某群约方际三到茶馆喝茶，
又送上一个带密码的收纳箱， 箱内装有若干现
金。 2016年底，方际三再次收下陈某群送上的
一张存有大额现金的银行储蓄卡。

此外，方际三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工程
承包商黄某等人牟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们所送
人民币、美金、港币。

方际三不断体会“权力变现”的“好处”。 任
职期间，他明知妻子未实际提供劳务，却默许和
纵容她在自己管理的下属公司获取薪酬。经查，
2013年至2017年， 其妻共违规领取薪酬12万
元。

亲手埋葬自己的人生
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方际三不断越界沦

落。
2014年至2017年，在常德城投与一家民企

合作开发江南临江棚改项目过程中， 方际三不
认真履行职责，滥用审批管理权限，致使国有资
本失去有效监管，造成国家利益损失达2000多
万元。

2017年9月，常德市委在巡察常德城投时，
发现了这一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市委、市政府多
次指出方际三的问题，但方际三没有整改落实。
直到2018年9月， 该民企才从相关公司股东中
退出。

方际三忏悔地说， 自己完全丢掉了民主集
中制的原则， 不正确行使组织和人民给予的权
力， “所有这些， 都是我作为一名党员、 一名
国企负责人原则性的缺失、责任心的缺失、道德
的缺失。 ”

2018年3月， 方际三被常德市纪委监委立
案审查调查，5月25日被“双开”。 2018年8月，津
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贪污、国有公司人员滥用
职权罪，对方际三提起公诉。他由贪色而贪图享
受，由贪财而贪权弄权，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
之上，将公司作为自己谋利的工具，亲手埋葬了
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生命。

不久，结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线索，常德市
委再次对常德城投进行巡察，共发现6大方面29
个问题。如今，常德城投已针对市委巡察反馈的
问题，制订实施了86项整改措施。 亡羊补牢，为
时未晚。

迷失在“朋友圈”的国企“掌门人”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今年清明节前夕， 长沙市望城区安华
山庄老年公寓董事长刘泰安收到一封特殊
的感谢信， 信中感谢安华山庄提供了优美
舒适的环境， 让在这里颐养天年者享受到
大家庭的开心快乐。 最后，14名写信人亲
笔签名表示：“我们自愿申请于百年之后安
息在安华山庄这片风景如画的净土里，特
向您提出以上申请。”

写信的人与刘泰安之间有着怎样的人
生交集， 促使其愿意将身后之事托付于他
呢？

结缘
信件出自马绍蓉、汤碧芳、汤静芳等

14名耄耋老人之手，她们十三四岁的时候
响应祖国号召援疆戍边，成为“八千湘女上
天山”中的一员。 光阴似水，岁月如歌，时
间到了2015年7月的一天， 住在湖南农业
大学女儿家的马绍蓉应约来到安华山庄老
年公寓看望入住在这里的老战友于淑贞，
下楼时在电梯里巧遇刘泰安，于淑贞悄悄
告诉马大姐：“他是这里的董事长。 ”马绍
蓉当即向刘泰安介绍自己和战友的身份、
经历等情况。

得知对面两位是湘女，相同的从军经
历让刘泰安对她们油然而生敬佩之情，他
说：“你们老了落叶归根，我给你们湘女10
间房子免费居住， 欢迎你们到这里来养
老。”临别，还递上自己的名片，嘱咐随时联
系他。

回到家，马绍蓉将此事告诉女儿女婿，
大家一致赞许但也表示怀疑，后来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马绍蓉约上战友张燕军，在女
儿陪同下再次来到安华山庄找刘泰安。 今
年已经85岁的马绍蓉兴奋地回忆道：“他
很热情接待了我们，指定综合大楼三楼10
间房子为10位湘女的居住房间， 免房费。
当时我们非常感动，没多久我和张燕军就
住进来了。 ”

刘泰安年轻时投笔从戎， 退役后于
2010年在老家望城办起老年公寓，成为长
沙地区民营力量发展养老事业较早者之

一。 此时，捧读湘女们的来信，这位老兵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 八千湘女上天山是一大
壮举，扎根新疆，被誉为“新疆荒原上的第
一代母亲”。他对记者说：“我要尽己所能为
湘女们在安华山庄养老提供便利， 满足其
百年后的愿望， 还要将湘女精神好好传承
下去。 ”

打动
马绍蓉等湘女告诉记者， 刘泰安和其

他工作人员对居住在这里的老人关爱照
顾，特别重视办好老年人的伙食，湘女们和
其他老人在这里过着有规律的生活， 按时
起居、吃饭，坚持活动，每天过得愉快幸福，
一点也不寂寞。

相处久了， 刘泰安和员工们为湘女故
事所吸引，更被她们的精神所感动。马绍蓉
当年在农四师十团肖尔不拉克垦区当拖拉
机手， 创造了该团开第一台拖拉机犁地、
开第一台收割机收麦的历史。那时，拖拉机
开荒，两班倒，人休机不休，每班工作十几
个小时，马绍蓉天天浑身泥土，连吃饭睡觉
都没法保证时间， 身体很快消瘦下去， 但
她从来不后退， 哪里艰苦往哪去， 为的就
是多打粮食。如今，在老年公寓回忆走过的
路， 马绍蓉感到心里很安慰，“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农业机械化发展做了一些事，值
得！ ”

“少年失学、中年丧夫、老来亡子，她却
性静性逸，自在幸福，根本不像80多岁的
老人。”说起湘女汤静芳，刘泰安啧啧称赞。
当年，因穷上不起学，不到14岁的汤静芳
背着父母报名，跟着姐姐汤碧芳一路西行。
到了新疆啥也不会，她凭着“干什么就要干
好”的倔劲，学护理学医疗，最后成为喀什
部队医院外科骨干。

1986年，汤静芳转业到湖南省儿童医
院。为了早点上班，大年三十她只身到车站
搬运行李，不慎箱子倒地，造成左腿踝关节
多处粉碎性骨折， 在医院躺了4个多月后
发现骨头被接反了，踝关节无法活动。“我
才到一个新单位，不能成为照顾对象，我能
行！”从小部队锻炼的吃苦精神促使汤静芳
振作起来，找到一位老中医，将接反的骨头

重新接好，施以中药治疗，受伤部位才慢慢
恢复生理功能。

正当汤静芳在新岗位工作得风生水起
时， 她爱人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后来，
大儿子也被病魔夺去生命， 汤静芳的人生
陷入低谷， 悲伤令她整天待在家里。 有一
天， 她问自己：“这样的人生境遇不是我一
个， 非人力所能奈何， 怎样对待才能闯过
这道关呢？” 最后， 她远走广东工作， 主
动将悲伤的情绪发散出去， 前些年返回长
沙，上老年大学，读书唱歌跳舞，练书法学
画画。

受托
一个湘女，就是一道坚强的标高；一群

湘女，就是一幅奋斗的画卷。刘泰安带着公
司员工将内心的崇敬和感动转化成日常点
点滴滴的关爱，不但全免了她们的床位费，
还给她们庆祝生日，举办文艺活动，处处体
现晚辈对长辈的尊敬。 在省民政厅指导支
持下， 安华山庄现在还给抗战老兵、“两参
人员”、烈士遗孀、百岁老人、失独老人、上
山下乡知识青年、 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等特
殊对象进行公益优抚， 每年光免床位费一
项就少收40余万元。

《行书基础知识》《唐人绝句精选》《中
国文人（四卷）》 是汤碧芳、 汤静芳姐妹案
头翻得比较多的书籍， 其实她俩子女出息
得挺不错，曾表示要单独买电梯房、请保姆
照顾她们养老，但两位老人谢绝了，结伴走
进安华山庄老年公寓。 汤静芳说：“我不喜
欢别人照顾，争取这辈子不要别人照顾。我
喜欢自由自在， 安安静静， 有时间看书学
习，有集体有战友的生活。 ”人上了年纪自
然对身后事想得多些，马绍蓉、汤碧芳等大
姐觉得人死了归于尘土，跟万事万物一样，
哪里的黄土不埋人？ 最反对后事要这样那
样铺排。 她们跟子女交代百年以后什么都
不要搞， 不请客不收礼， 还带头在湘女中
宣传生态安葬理念， 向刘泰安申请去世后
骨灰安放在安华山庄后山， 树葬花葬草坪
葬等方式都好。

刘泰安表示自己一定会将这件事办
好，不负湘女之托，传承湘女精神。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落叶归根 风采依然

荨荨（上接1版）
在服务游客过程中，大家主动“亮身份”，统

一佩戴党徽或相关标志，表明自身党员身份；主
动“亮职责”，在工作区域显著位置设置“党员责
任岗”标志，让游客明晰岗位职责；主动“亮承
诺”，通过口头表述、上墙等方式，将服务内容、
服务特色、服务承诺等内容“亮出来”，全程为游
客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绿色的服务。

为建强党建工作队伍、提升服务水平，张家
界分类出台6类行业21项旅游服务标准，向全市

“两新”组织选派了党建指导员662名，其中公开
选聘52名大学生党建指导员， 派驻到服务全域
旅游创“三优”示范点；建立应急救助队伍95支，
配齐应急装备和物品，打造“10分钟应急救援
圈”； 有条件的景区景点设立旅游速裁法庭，为
广大党员提供广泛的创先争优实践平台。

一个支部就是一处“温馨港”
“风景美，人更美。”4月5日清晨，西安游客

黄智拿到失而复得的车钥匙后， 激动地夸奖黄
龙洞景区的热心服务。

4日晚间，黄龙洞景区党支部接到游客在景
区丢失钥匙的求助后， 将已经关闭的景区灯光
一一重新打开，发动党员到码头、路边、摄影点
等处，耗时3个小时仔细寻找，最终成功找回。

办事服务、 旅客咨询、 旅游投诉、 医疗卫
生、 应急救援……在张家界旅游行业， 党组织

既是战斗堡垒， 也是集多种基本功能为一体的
游客服务体系。“把党组织建在旅游服务一线，
把旅游服务做到游客心里。 ”张家界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艾可知告诉记者， 这就是张家
界“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服务全域旅游发展的
核心。

山水是张家界的魂，也是张家界“两新”组
织和党员服务旅游、服务游客的主阵地。

有问题，找党员。贺龙纪念馆党支部全面铺
开“接待游客有热心，对待游客有诚心，导览游
客有耐心，游客有难须关心，接受意见须虚心”
服务， 真正做到与游客面对面、 心贴心的服务
“零距离”； 天门山公司党支部在客流主要集散
地设立党员团员义务咨询服务台，18名党员、46
名团员坚守一线免费向游客提供义务咨询、应
急药品和茶水，赠送景区导游图；万福温泉国际
度假村划分6个党员责任区域， 设立8个党员示
范岗位，时时保持微笑服务，主动为游客排忧解
难，还特别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人群提供“一
对一”服务。

在“旅游党建”品牌引领下，张家界先后孵
化出宝峰湖公司党支部、 安顺出租车公司党支
部等一批全国、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涌现了平
民英雄赵明建、 优秀党支部书记侯启放等一批
全国、全省先进典型人物。同时，全市已建立22
个党建精品示范点、14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
待窗口，设计出9条党建精品线路。

“党建+”助推旅游“加速跑”

东江湖渔业
增殖放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