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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刘文韬 苏莉）
今天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次
会议对报请批准的《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老司城遗址保护条例》 进行分
组审议。 这座国内规模最大的古代土
司城市遗址保护将有法可依。

老司城遗址位于永顺县以东19.5
公里的灵溪镇司城村，始建于公元910
年，止于公元1728年“改土归流”，世袭
27代，共35位土司，历时818年，总面积
25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25万平方米，
是永顺溪州彭氏土司政权的司治所
在。 老司城遗址是国内目前发现的规
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
代土司城市遗址，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被评选为201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惊世
大发现，2012年被列入
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录。

据悉， 制定条例的
目的， 一是为了及时有
效地保护老司城遗址，
二是为了配合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的需要。 条例
共29条， 对遗址保护的
范围、管理体制、维护资
金， 以及原住民利益维
护、 自然景观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 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
确规定。 条例将维护资金来源分为5
项， 包括上级专项补助、 州县财政预
算、展示利用收入、社会捐赠和其他合
法收入等。条例规定，维护资金专款专
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

条例第二十条对拍摄管理进行了
规定： 在老司城遗址保护区内进行电
影、电视拍摄，拍摄单位应当征求老司
城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意见， 报县文物
主管部门批准， 并按规定支付相关费
用。 申请拍摄的单位应当在保护管理
机构文物管理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拍
摄，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文物安全。拍
摄时，不得用文物作道具。

立法保护国内最大土司城市遗址
保护区内拍电影须报批，不得用文物作道具

邓海建

农夫山泉最近有点烦。 今年3月
被曝喝出黑色不明物、棕色漂浮物以
及“水源地垃圾围城”等消息，现在又
有消息称农夫山泉产品标准倒退。4
月9日，业内人士接受《京华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农夫山泉瓶装水的生
产标准还不如自来水。

明代《茶笺》认为，“山泉为上，江
水次之。”瞄准了中国人的“山泉”情
结，加上淳朴的“农夫”形象，农夫山
泉很容易赢得消费者的信赖。遗憾的
是，从业内爆料的情况看，此前的“不
明物体门”、“茶色门” 目前尚属真假
莫辨，眼下的“标准门”似乎已板上钉
钉。

截至10日上午，农夫山泉仍未对
生产标准还不如自来水做出回复。但
事实的悬疑，无法用沉默来纾解：

一者，国标GB5749《生活饮用水
标准》是水产品的底线门槛。按理说，
企业生产瓶装水的标准最起码应该
相当或高于该标准，尤其是在重金属
和有害物质指标上。但农夫山泉执行
的是浙江“DB33/383-2005瓶装饮用

天然水”标准，这个标准中关于有害
物质的限量甚至宽松于自来水，譬如
砷、硒含量，镉的限量等。

二者， 低标准涉嫌违规滥用。广
东饮用天然水的地方标准为DB44/
116-2000，而原产地为广东省河源万
绿湖的农夫山泉 ， 也为浙江标准 。
2011年卫生部颁布的《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管理办法》指出，“食品生产经营
者应当依照生产企业所在地的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组织生产经营”。 农夫
山泉死守浙江标准不放的原因不复
杂，仅仅霉菌、酵母菌等真菌类项目，
浙江标准容忍其存在，而广东标准则
是“不得检出”。

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浙江标准
的起草单位，仅有农夫山泉一家是饮
用水生产企业。正因如此，浙江标准
具体要求甚至出现了倒退痕迹———
2002年对成品水中的霉菌和酵母菌
的检测要求为“不得检出”，而在2005
年标准中，被改为“霉菌10cfu/ml，酵
母菌10cfu/ml”。

一瓶标准比自来水还低的瓶装
“山泉”，亟待当事企业的解释，更期
待权威的真相厘清公众心头的疑虑。

农夫山泉，标准有点低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勇 李昂 ）今天，省委常委、 省委统
战部部长李微微在长沙调研非公有制
企业发展。 她强调， 政府要提升服务
能力， 帮助非公企业实现转型创新发
展。

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
惟一独立构成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
（一种3D打印技术） 完整产业链的企
业。 李微微详细了解这一技术巨大产
业潜力后， 勉励企业把眼光瞄准国际
一流，更好地发挥聚集效应，并叮嘱当
地政府做好衔接服务工作， 争取联合
中科院在长沙建立国家级3D打印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本土品牌服饰企业派意特服饰有
限公司，年产值已逾4亿元，但发展却
呈现“墙内开花墙外香”。李微微说，企

业要结合湖湘文化等元素， 扩大企业
品牌影响力。 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后续
服务，把“湘”字号品牌打造成湖南的
名片。

恩孚集团把投资与发展的重点放
在湖南，计划未来5年在长株潭地区投
资兴建3至5家国际白金五星级酒店。
在其正在兴建的“恩孚·财富岳麓”项
目工地， 李微微叮嘱有关部门对企业
年轻团队给予更多帮助， 给企业创造
更好的发展环境， 提升湖南对外开放
水平。

调研中，李微微说，湖南有一大批
成长性好的非公企业， 如何帮助企业
培育品牌、 保护知识产权等成为新课
题。希望各级政府加快转变职能，提升
服务能力，优化升级发展环境，推动企
业转型创新发展。

程星龄后人
捐资助学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李 文 峰 通 讯 员 程 耿 孺
胡邦建）“追思先人，造福桑
梓。”近日，香港真兴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程笠人、总裁
程建武等回到家乡醴陵祭
祖，并捐资100万元，在家乡
设立“程星龄助学基金”。

程星龄是醴陵市官庄
乡人，曾协助程潜实施湖南
和平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
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省政协主席、 副省长等职。
香港真兴集团有限公司是
由程星龄后裔组建的。多年
来，程氏家族心系家乡建设
和教育发展，每年回乡祭祖
扫墓也得到家乡人民的热
情款待。此次真兴集团捐资
100万元设立“程星龄助学
基金”， 将主要用于资助官
庄乡品学兼优而家庭贫困
的中小学生及优秀教师。官
庄乡位于醴陵北部，以山地
为主，交通落后，中小学教
学条件有待改善。

推进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进程
2020年培育发展2000家
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天，记者从

省民政厅获悉，根据近日出台的《湖南省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2012—
2020）》（以下简称《规划》），到2020年，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6万人。

根据《规划》，未来8年，我省将多领域开发社
工岗位,不仅在民政系统内如老龄、福利、军休、救
助、慈善等城乡社会福利机构开发社工岗位，而且
还要在教育、卫生、工青妇、公安、司法、人社、计
生、信访、残联、国资、红十字会等下属社会福利机
构、民办社工机构分期分批开发社工岗位。

《规划》 明确大力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进
程。到2015年，政府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50%采取
购买方式，通过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在相关领域内
转化、提升、协调、规范、补充、强化各个社工岗位，
明确相关社工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范围、 权利和责
任、人员数量和编制性质等，到2020年形成全面
覆盖、资源共享、稳定有效的社工岗位网络体系。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新建等方式，支持、整合
现有资源， 逐步建立10个省级民办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孵化基地，重点扶持和发展为老年人、妇
女、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失业人员、低保对象、
受灾群众、进城务工人员、药物滥用人员、艾滋病
患者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到2020年，培育发展2000家民办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

提升政府服务能力 推动企业转型发展
李微微在长调研非公企业发展

4月9日上午，益阳市益师附小保健老师刘超红给学生晨
检。时下是春季流行病高发季节，该市各中小学校采取每日
晨检、消毒杀菌、艾叶烟熏等方式，预防春季传染病。

周云峰 赵炜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竹篙堆积如山，
网围如铜墙铁壁

洞庭春禁， 禁令如山。4月9日，
记者暗访南洞庭湖“二坝子”水域，
却发现4个违法构筑的超级大矮围、
网围，如同在洞庭湖腹部开了4个大

“创口”，让人触目惊心。
10时许， 记者在华容县注滋口

镇洞庭湖朝天口堤段， 看到湖州上
10多米长的竹篙堆积如山。 正在削
竹枝的廖师傅告诉记者：“这是准备
运到二坝子水域插‘网围’用的。”

二坝子是洞庭湖天然水域，允
许建“网围” 么？“不能， 建了就违
法。”同行的华容县渔政一干部说。

但记者看到， 二坝子湖堤上赫

然竖着华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禁令”：此处严禁钓鱼、放壕、捕虾、
放牧，一经发现，后果自负。从大堤
向东望去， 滩涂湖州高高竖起的铁
丝网围一眼望不到尽头。走近细看，
铁围子高足有4米，先用混凝土筑基
脚， 再在基脚两边堆起1米高的土
堤，上面是钢条、竹篙支撑，再用铁
丝网包围，可谓铜墙铁壁。

“这里本是鱼类天然的产卵、索
饵、洄游、栖息场地，就这么活活围掉
了，对生物链是极大的破坏。典型的违
法行为！”华容渔政一位姓吴的干部很
忧心，“传统捕捞场所被破坏、压缩，许
多渔民纷纷涌到东洞庭湖去‘抢食’！”

“鱼涨水时进入‘网围’，
进得来，出去就难哒”

记者一行沿着铁围子向湖心走
了2公里，不知不觉进了南县芦苇场，
一条半是石块半是水泥铺成的道路
展现眼前。路长约1000米，尽头是一
条用挖机掘出的30米宽的河道。有几

个本地人正在岸边忙着搭工棚。
“这是一个上鱼的码头，河道最

少有10公里长，是运鱼用的。”当地
人李爹介绍，“鱼从二坝子‘网围’中
运出来，每天少的时候是几吨，多的
时候十几吨， 是益阳益华水产品有
限公司从‘网围’中捕捞上来的。运
鱼的车子把路都压烂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鱼呢？“鱼涨水
时进入‘网围’，但进得来，出去就难
哒。” 李爹说，“这里10天内还要修
‘围子’哩！”华容渔政干部解释：“其
实就是个上万亩的迷魂阵。”

当地渔民老江领记者东行10余
公里， 到了芦苇场东端。“这里就是
二坝子。” 二坝子南端有1个钢丝大
网围，从二坝子到三坝子还有2个网
围，都有好几千亩。二坝子的航道被
网围挤成了一条约50米宽的水沟。

“我想拆，但渔政站
就只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华源公司、 益华公司分别在洞

庭湖腹地占地筑矮围、网围，当地渔
政是啥态度？14时30分，记者来到南
县渔政站，等了一刻钟，无人上班。
记者转赴县畜牧水产局， 找到了主
管渔政监督的负责人陈小良。他说：
“我县的矮围2011年就全部拆掉了，
花了30万。前两天我都去看了，没发
现新矮围。”

15时08分， 记者再次来到南县
渔政站，二楼整层办公楼只有2名青
年当班。“站长下乡去了。”干部张欢
称：“500米外是益华公司在搞养殖，
有没有非法捕捞不太清楚。”

记者随后致电益阳市渔政站站
长贺先华，他坦言：“矮围，不准搞。益
华公司的矮围， 应该属南县渔政管；
华源公司所占水域属大通湖区水利
部门管，矮围归大通湖渔政管。”

接下来， 记者致电大通湖区渔
政站站长李建红。 他告诉记者：“去
年下半年，华源公司开始筑矮围，修
网围， 曾到渔政站办滩涂养殖许可
证，我没批。我想拆，但渔政站就只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企业胡作非为，渔政熟视无睹———

南洞庭湖上的大“创口”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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