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阳首例
涉黑案开庭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昭菲 刘敢德 李昂）今天，经浏阳市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浏阳市人民法
院对雷强等18名被告人涉嫌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持有枪支、
开设赌场、 非法拘禁案件进行开庭审
理。

该案团伙成员多为浏阳永安镇
人。 检察机关指控，2007年11月，有犯
罪前科的浏阳永安镇人雷强， 伙同陈
志杰、王宁、彭世雄等人在永安一带陆
续纠集一些无业人员， 相互间称兄道
弟，称霸一方，气焰嚣张，逐渐形成了
以雷强为核心、层级较明确、结构较稳
定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2008年
至2012年间，雷强一伙经常实施打架
斗殴、逞凶斗狠、寻衅滋事、非法持有
枪支、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通过
敲诈勒索、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等方式
敛财牟利，同时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共
致4人重伤，10人轻伤。

据悉，该案为浏阳首例涉黑案件，
涉案人员众多、案情复杂，社会影响恶
劣。为保证案件的依法公开公正审理，
浏阳市法院特邀了部分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以及新闻媒体记者参加旁听。

本次庭审预计持续2周，因案情重
大复杂，法院将择期进行宣判。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4月8日，华容县胜峰乡十
里铺村八组楠竹园机声隆隆， 锦旗招展，
10多台机械不停地来回穿梭忙着推土、铲
土、取土。 73万华容人民期盼已久的“长江
引水”工程全面启动。

华容县虽然北靠长江，南临洞庭，境内
河流、湖泊众多，但由于受地质性缺水、水质
性缺水等因素的制约，县城供水完全依靠华

容河，但每到枯水季节，沿河近40万人饮水
困难，特别是县城14万人供水无保障，严重
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

2009年2月， 该县通过调查和反复论
证，确定“长江引水”是解决县城供水水源
的唯一方案， 并将其列入全县民生工程的
头等大事。

该县将在长江干堤大荆湖电排上游300
米处新建泵船式取水头部， 利用管道输送

原水至胜峰乡十里铺村净水厂， 处理后的
净水并入城区现有供水管网。 该工程总长
约43.5公里， 途经东山、 三封和胜峰3个乡
镇， 近期计划投资1.85亿元， 其中国家投资
9000万元。 供水规模每日达到12万吨， 其
水质达到二级水源水质标准， 预计2014年
11月竣工投产。 工程建成后， 不仅有能力
满足县城居民用水， 还可以解决工业园和
沿线乡镇用水。

本报深圳4月8日电（记者 石凌炜）手
持一张湖南至深圳的“快乐号”高铁票，在
主持人“导游”的带领下，来自深圳、香港的
旅游界人士和媒体记者“坐上”武广高铁，
沿途“游览”了“好美、好奇、好玩”的潇湘美
景。今天上午，在省旅游局专程南下深圳举
办的湖南高铁旅游产品推介会上， 一场模
拟游客乘坐高铁游湖南的湖深高铁之旅开

启。会上，省旅游局重点推荐了8大高铁旅
游产品。

2011年8月，武广高铁深圳段开通，深
圳至湖南长沙全程只需3个半小时。省旅游
局针对郴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岳阳、
张家界等高铁沿线旅游城市， 精心设计并
推介了湖南经典游、长沙休闲游、湖湘文化
游、湘南山水游、寻根祈福游、名人故里游、

湘菜美食游、温泉休闲游等高铁旅游产品。
方便快捷的高铁打通了湖南、 深圳两地的
旅游脉络，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岳江
川表示，武广高铁深圳段开通后，深圳前往
湖南旅游的人数呈2倍左右的规模在增长，
“三好”湖南成为深圳游客喜爱的旅游休闲
地之一， 高铁旅游将是深圳和湖南旅游合
作的重要主题。

两大权威机构试验表明：

燃放花炮对空气
质量影响很小
本报 4月 8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员 陈炉强 杨志前） 今年3月，
多地出现雾霾天气， 花炮燃放被舆
论视作“元凶” 之一， 被推上了风
口浪尖。 今天， 全国烟花爆竹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国家烟花爆竹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两大国家级权威
机构， 在浏阳市宣布相关试验结果：
花炮燃放产生的 PM2.5总量相比
PM2.5主要来源， 比重微乎其微， 燃
放花炮对空气质量影响很小。

这两大机构为论证花炮燃放产
生PM2.5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从
3月开始， 进行了室外试验和实验室
模拟对比试验。 其中， 在长沙市橘
子洲周末焰火燃放现场、 浏阳市行
政中心焰火燃放现场的室外试验表
明： 花炮燃放在短时间对环境空气
会有较小影响， 但时间短、 扩散快，
浏阳作为拥有800家烟花爆竹生产企
业的全球最大的花炮主产区， 每天
都在进行大量产品燃放试验， 但浏
阳市环境空气质量PM2.5浓度均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 浏阳市区空气质量
优于长沙市区。 实验室模拟对比试
验结果也表明： 在同一空间进行汽
柴油、 香烟、 环保烟花燃放， 汽柴
油、 香烟燃放PM2.5产生量是环保烟
花的 5到 10倍 。 花炮燃放产生的
PM2.5总量比起燃油、 燃气等PM2.5
的主要来源， 比重非常微小。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何鑫 李黎

【判决结果】
入室盗窃，被主人发现，为抗拒抓捕

咬伤失主，导致盗贼行为从盗窃转化为抢
劫，从而加重了刑事处罚。 3月29日，株洲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维持一审判
决：以抢劫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4年，以盗
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 合并执行有
期徒刑4年3个月。

【案情回放】
2012年7月，居住在株洲市石峰区北

山二村23栋的陈某，窜至石峰区田心高科
园新华轨道宿舍、荷塘区湖南商业技术学
院办公楼、 石峰区大坝街某公司实施盗

窃，分别盗得便携式DVD一台、笔记本电脑
两台，经鉴定价值共计3940元。 在第三次
行窃过程中， 陈某被失主张某发现并遭遇
拦截。为抗拒抓捕，他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
相威胁，并当场将张某咬伤。

石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陈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
物，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陈某为抗拒抓
捕，持刀威胁、并咬伤他人，又构成了抢劫
罪，应当数罪并罚，遂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4年， 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
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 陈某认
为量刑过重，向株洲中院提起上诉。

【法官说法】
株洲中院审理此案法官彭华认为，《刑

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
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刑法》 第269条规定： 犯盗窃、诈
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
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的，按照本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
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之规定，其咬人
行为应以抢劫罪论处。 彭华说，如果陈某不
咬那一口， 其作案案值按照盗窃罪最多判
处6个月有期徒刑。 这一咬，就使案件性质
由偷盗变成了抢劫，构成抢劫罪。 而抢劫罪
起刑就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

【温馨提示】
盗窃本已犯罪， 暴力拒捕使后果更严

重。 陈某一错再错，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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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 （ 通讯员 施泉江 曹

征麟 记者 何淼玲）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
安交警支队获悉， 经过听证、 专家论证，
《长沙市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施划方案》
已获正式通过。 从今天起，长沙市区道路
临时停车管理第一批正式启动。 今后，将
根据临时泊位设施完善情况，完工一处启
动一处。

第一批启动的有芙蓉区人民西路黄

兴广场U型转盘处， 天心区体育大道贺龙
南广场至劳动路口，岳麓区新民路、银盆
中路，开福区蔡锷路、湘春路，雨花区梓园
路、朝晖路，高新区谷园路、谷苑路等10条
路段， 共设276个咪表、552个咪表停车泊
位、38个人工收费车位。

路内停车分为两种收费方式：安装了
咪表的停车场采用咪表刷卡收费；没有安
装咪表的停车场采取人工收费。 机动车停

车人应当将车辆按行驶方向停放在已施
划的停车位内，不得压线停车和妨碍其他
车辆出入，并按停车实际占用的停车泊位
数刷卡或缴纳停车费。咪表刷卡停车
的要等咪表绿灯闪烁才能离开；人工
收费停车的要将收费员开具的停车
票据放在车内仪表台上左侧挡风玻
璃下，以便巡查人员检查。

交警部门提醒：路内停车收费是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费”，不含车辆保管
费，机动车停车人应关好车窗、锁好车门、
带走贵重物品，做好车辆防盗措施。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陈永刚） 今天上
午， 本报96258热线接到市民郑先生打来的
电话， 称长沙河西潇湘大道银盆岭桥下有
水管爆裂， 大水从地下喷出， 马路成了河
流， 该路段车辆排成了长队。 接到电话后，
记者迅速赶往现场。

10时许， 记者在现场看到， 水已经不
再从地下冒出了， 但路面上形成了一条长
长的积水带， 基本上把潇湘大道最东边一
个车道占据了， 从地下涌出的水流带出了
许多黄泥， 非常污浊， 路面上裂开了一条2
米多长的口子， 水流就是从中涌出的。 现
场有部分岳麓市政、 环卫及长沙市排水运
营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查勘。 据了解，
该路段大约是早上6时多开始出现冒水， 到
8时多水流已经非常大了， 附近清扫的环卫
工人发现后进行了报告。 经初步查明， 是
岳麓污水处理厂的一条排污管道破裂， 排
水中心工作人员当即关闭了该条管道， 暂
时止住了冒水。

上午11时多， 一台大型挖机赶到现场，
开始抢修。 现场工作人员表示， 查明原因
后， 将对破损管道进行更换， 预计更换水
管、 恢复路面需一周左右的时间。 抢修将
围挡占用一到两个车道， 提醒过往车辆注
意避让。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欧阳友忠谭双喜

廖迪茂

刘卫华 ： 谋民生之
利，解民生之忧 ，把群众
利益放在心上 ， 保障利
民、就业富民、实事惠民、
和谐安民，让人民群众过
上美好幸福生活。

宁远，因“只为苍生
不为身”的德孝始祖舜帝
崩葬于江南九疑，而广为
天下知。 春日，记者走进
宁远县采访县长刘卫华。

刘卫华说，党的“十
八大”提出，要多谋民生
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解
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
民过上幸福生活。这一精
神充分体现我党爱民情
怀，回应人民关切，顺应
群众意愿，对新时期社会
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近年来，宁远县坚持
面向基层， 服务群众，惠
及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 近5年财政民生
支出43.4亿元， 翻了近4
番，比重超过76%。 就业

有其岗， 住者有其房，求
学有其校， 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城乡低保与医疗
救助扩面提标。这些极大
地激发了全县干群干事
创业热情。 近年，宁远先
后荣获全国生态文明示
范工程试点县，全省劳动
就业、社会保障、为民办
实事工作先进县及城乡
环境卫生整洁十佳县等
40余项荣誉称号。

“坚持决策民生首
选、支出民生首位、工作
民生首要， 保障利民、就
业富民、实事惠民、和谐
安民，努力让人民群众过
上学有优教、 劳有所得、
病有良医、 老有颐养、住
有宜居的美好幸福生
活。 ”刘卫华话语掷地有
声。一是完善全民保障体
系，大力推动社会保障扩
面，加强社会救助，实施
安居工程， 争取5年新增
保障房6100套、 改造危
房1.5万户。 二是扩大劳
动就业， 争取5年新增各
类就业8.3万人， 培训劳
动力4.5万人， 以充分就
业促进“收入倍增”。三是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和卫
生，争取5年净增学位2万
个以上，实现医疗卫生服
务全覆盖。四是巩固平安
创建成果， 创新社会管
理，筑天网、强警网、建民
网，全面提升群众的安全
感。

全局看开局，5年看
头年。 2013年，宁远将重
点实施就业保障、城乡安
居、平安和谐等“十大民
生工程”， 以工作作风的
大转变来促进民生民利
的大改善，提高人民群众
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

本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通讯员 赵志高

清明节前夕的一天上午， 在国家级贫
困县隆回县北山镇观音塘村， 一个年近40
岁的男子与村民手拿尺子、 锄头等工具在
测量排水渠。 这个个子不高、身穿运动服的
男子，是观音塘村村委会主任李发达，他准
备再次自掏腰包为村里修水利。

据了解，近年来，李发达将自己100多
万元积蓄全部用于家乡建设， 自己一家4
口却在县城租房住。 为此，他老婆差点与
他离婚。 有人骂他是傻子：“自己房子车子
不买，为何要遭这般罪？ ”李发达却说：“赚
钱回报家乡，是我最大梦想。 ”

李发达敢想、敢做。 早在1994年，他在
家乡当乡村医生，见村民看电视难，便自筹

12万元建起村有线插转台，方便了乡亲，自
己却负债几万元。

1995年春节过后，李发达来到县城开
诊所、 做净水器代理和承包小工程。 通过
10多年打拼，积累了百万财富，但他富而
不忘桑梓，总想为乡亲做点什么。

北山镇观音塘、大田、高楼3村离资江
不远，但多年来人畜饮水紧缺，饮用水极不
卫生。3村多次开会，研究集资装自来水，却
因很多村民拿不出钱来， 水的问题一直没
有解决。

2009年春节过后，村里再次开会研究
集资安装自来水， 李发达站了出来：“无论
有多大困难，我愿出钱为村里打井。”当时，
许多村民激动地为他鼓掌。

2009年5月， 李发达拿出20多万元，在

离资江15米处打了一口15米深的大井，结
果未见水源，还发生多次塌方，只好停工。

2010年5月，不服输的李发达又出资60
万元，请来专业技术人员，另选址钻井。 钻机
钻到25米处，地下泉水喷涌而出。 当年中秋
节，3村4000多户自来水全部安装到位。老党
员李德手捧自来水，老泪纵横：“几十年了，这
一天我终于等到了！ ”

“舍得花时间，舍得贴钱，舍得动脑子
……为群众办事，他舍得付出一切。 ”村民
这样评价李发达。

去年春节过后， 李发达又自掏腰包40
万元， 为村里修建了一条2300多米长的渠
道，解决了600多亩农田灌溉问题。 村民说：
“以前深更半夜拿着锄头去抢水， 现在水渠
修好了，农田旱涝保收，村里矛盾也少了。 ”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文立平 ）
今天， 记者从省残联了解
到， 今年我省各级残联将
投入2500万元， 兴建50家
残疾人托养机构， 为2万
人次智力、 精神和重度肢
体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救
助。

据了解， 残疾人托养
服务是为处于就业年龄段
的不在业的智力、 精神残
疾人和重度肢体残疾人，
提供生活照料 、 职业康
复、 辅助性就业和工疗、
农疗、 文化体育、 心理疏
导、 娱乐等服务。 我省现
有智力残疾人28.4万人、
精神残疾人27万人、 重度
肢体残疾人40.1万人。 这

部分残疾人在康复、 教
育、 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
面的困难很突出。 今年，
省政府将残疾人托养服务
救助纳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 省残联将组织有条件
的地方残联兴建50家服务
规范、 规模适度、 运转正
常的具有安置性、 公益性
的残疾人托养机构， 初步
建立全省残疾人托养服务
救助平台。

据悉， 至“十二五”
末， 我省将初步建立以长
沙托养机构为示范、 市和
有条件的县托养服务机构
为骨干、 街道 （乡镇） 和
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为主
体、 居家安养服务为基础
的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

图为伴随着泥浆的污水从银盆岭桥下撑裂的路面缝隙涌出。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省会启动道路临时停车管理
10条路段设552个咪表停车泊位

争取5年
净增学位2万个
———访宁远县县长刘卫华

长沙银盆岭桥下路成河
排污管爆裂抢修约需一周

县（市、区）长 话民生

“为群众办事，他舍得付出一切”

明年，华容“直饮”长江水

深圳至湖南，快乐高铁游

一口“咬”来4年刑
入室盗窃咬伤失主变抢劫

今年投入2500万元

兴建50家残疾人托养机构

刘卫华 通讯员 摄

以案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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