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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9日讯 （通讯员 曾妍
李思文 记者 张斌） 我省办理盗
窃、 抢劫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
准规定今天正式施行。

据了解， 我省办理盗窃刑事案
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规定如下： 盗
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的起点是
人民币2000元； “数额巨大” 的起
点是人民币5万元； “数额特别巨

大” 的起点是40万元。 我省办理抢
劫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规定
如下： 抢劫“数额巨大” 的起点是
人民币5万元。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 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李宇先介
绍，盗窃、抢劫犯罪是最为常见多发
的犯罪，在刑事案件中，数量一直居
首位。此次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

体数额标准的调整符合我省经济发
展和社会治安状况，“数额较大”的起
点和以前没有变化， 但是，“数额巨
大”、“数额特别巨大” 的标准有所提
高。而抢劫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起
点是随着盗窃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
准的调整而调整的。这两类刑事案件
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调整，体现了我
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长沙6名火灾事故
责任人被刑拘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
员 孔奕）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
了解到， 该局雨花分局已于日前依法
刑事拘留彭正等6名黎托片区“7·2”
火灾事故责任人。

7月2日12时44分， 雨花区黎托
片区一违章搭建仓库发生火灾， 过火
面积约9000平方米， 未造成人员伤
亡。 火灾发生后， 长沙警方迅速会同
安监等部门对事故原因、 责任主体等
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根据调查情况，
警方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对将未
经消防备案登记、 无任何安全设施仓
库出租的彭正（男，37岁，长沙雨花区
人）、 彭金科（男，35岁， 长沙雨花区
人）、 彭桂香（女，49岁， 长沙雨花区
人），以及在未核实相关建房规划手续
及消防安全验收合格手续的情况下，
仍然承租该仓库， 且未按规定履行安
全管理责任的湖南启升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王彦明（男，48岁，四川
南部县人）、员工李明（男，35岁，四川
南部县人）、李顺（男，27岁，四川南部
县人）等6人予以刑事拘留。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贺力平） 邵阳市征地拆迁事
务处聘用工作人员肖飞伙同他人利
用职务之便， 收受被拆迁户的贿
赂， 虚增房屋面积， 多算拆迁补偿
款， 致使数百万元补偿款流失。 今
天， 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一审宣
判， 以犯受贿罪判处肖飞有期徒刑
6年6个月， 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
徒刑1年，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7年，
并追缴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肖飞原系邵阳县国土资源局
某国土资源所公务员， 于2003年
10月23日因犯贪污罪被邵阳县人
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 缓刑3

年。 2011年3月， 邵阳市国土局下
属征地拆迁事务处组织肖飞与邵
阳人姚某、 廖某、 李某 （均已判
刑） 等人进行业务培训， 经考核
合格后聘用为市征地拆迁事务处
工作人员， 派往邵阳市双清区屏
丰村、 跃进村、 大兴村等地进行
摸底调查、 初算 、 概算 、 核算 、
谈协议等拆迁管理工作。 拆迁过
程中， 肖、 姚、 廖等人相互勾结，

多次伙同共同作案， 通过给拆迁
户虚增房屋面积、 虚增附属物价
值 、 提高补偿计算标准等手段 ，
非法为拆迁户虚增拆迁补偿款 ，
收受拆迁户送的“好处费”。

经统计， 被告人肖飞伙同他人
共同作案32次， 共收受贿赂32.8万
元， 通过虚增房屋面积、 虚增附属
物价值、 提高补偿计算标准造成
500多万元的补偿款流失。

涉嫌受贿、徇私舞弊少征税

吉首市地税局
原局长罗毅然受审

本报7月9日讯 （通讯员 彭丽莉
记者 张斌） 7月8日， 经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吉
首市地方税务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
（副处级） 罗毅然涉嫌受贿罪、 徇私
舞弊少征税案， 在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

罗毅然出生于1964年4月。 2012
年9月11日， 他被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立案调查， 同年11月20日侦查终结
并移送起诉。

据了解， 罗毅然在2007年2月到
2012年6月期间， 任吉首市地方税务
局党组书记、 局长； 2010年4月兼任
吉首市摩尔城招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 在任上述职务期间， 他涉嫌
利用职务便利， 为多人谋取利益并收
受和索取他人财物共计472万元， 同
时利用职务职权， 徇私舞弊少征收税
款840.98911万元， 给国家税收造成
特别重大的损失。

该案将择期宣判。

本报7月9日讯 （通讯员 何舟
李浩 朱敏妮 记者 柳德新） 7月以
来， 尽管骄阳似火， 可在中储粮长
沙直属库湘阴收购点， 前来销售油
菜籽的农民朋友也是热情似火。
“我今年种了6亩多的油菜。 由于天
气好，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 水分
少， 每亩平均产量有200多公斤，
总共收了1300公斤油菜籽， 收入
6500多元。” 在结算窗口， 湘阴县
新泉镇张满农拿到现金， 高
兴地告诉记者。

“今年是钱等油菜籽。
农民不管什么时候来卖油菜
籽， 都能当场兑付现金。”
正在现场检查的农发行湖南

省分行营业部客户经理介绍。 为确
保油菜籽收购工作有序开展， 该行
在收购前就组织人员深入到企业、
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研， 全面了解
今年油菜种植面积、产量、品质及价
格等信息， 全面掌握油菜籽收购的
第一手资料。目前，该行累计投放油
料收购贷款2.2亿元， 比去年多投放
0.7亿元，支持企业收购油菜籽3644
万公斤，比去年多收1869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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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２０13年7月10日 星期三４
县（市、区）长 话民生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肖光明） 稻子熟了， 鸭子肥
了。 盛夏的宁乡灰汤， 鸭子似乎比
温泉更有魅力， 络绎不绝的游客，
慕名而来品尝传统名菜“灰汤贡
鸭”。

灰汤鸭产于宁乡灰汤温泉附近，
是我省的地方特色良种家禽。 据宁
乡县志记载， 灰汤鸭趾蹼肥大， 嘴
喙深黄， 毛色深褐； 逐温泉而生，
肉质细嫩， 骨粗髓多。 在清朝时，

当地农民“一亩养一鸭， 进贡抵赋
税， 官厨以为珍馔”。

一家一户养殖， 曾导致灰汤鸭
种群萎缩， 在市场几乎绝迹。 3年
前， 省农业厅在宁乡实施“稻鸭共
生” 生态模式推广试点。 县里以项
目实施为切入口， 带动灰汤鸭开发。
县里扶持养鸭大户罗玉林， 成立了
龙湖养鸭专业合作社， 对传统灰汤
鸭进行提纯复壮， 为养殖户提供优
良鸭苗， 创办千亩“稻鸭共生” 示

范区。
在灰汤镇紫龙湖大桥旁， 罗玉

林已流转水田500亩， 建立“稻鸭共
生” 核心示范基地。 他告诉记者，
水稻扎根后， 鸭苗就放到田里， 抽
穗前再把鸭子赶出来。 稻鸭共生，
鸭吃害虫和杂草， 禾苗“吃” 鸭肥；
鸭子在禾间穿行， 通风松泥， 便于
水稻吸收养分。 示范田既不打农药，
也不施化肥， 所产的生态米每公斤
售价高达20元， 农民每亩 （稻、 鸭）

增收960元。
灰汤是旅游区， “稻鸭共生”

要成为一道生态风景线。 合作社聘
请长沙理工大学的李文健教授担任
科技顾问， 规定每亩田放养灰汤鸭
不超过15只， 确保环境自我净化。
目前， 合作社已发展3个基地， 带
动100多户农民， 年出笼灰汤鸭逾
15万羽， 供应当地130多家“农家
乐 ” 和长沙的通程 、 华天等大酒
店。

鸭吃害虫 稻“吃”鸭肥

灰汤鸭生态稻共生共长
本报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欧阳朝夕 骆国平

庹登军： 我们将在做好各项民
生工作的基础上， 突出抓好环境整
治， 着力统筹城乡发展， 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

“民生工作千头万绪。 今年，
我们将在做好各项民生工作的基础
上， 突出抓好环境整治， 着力统筹
城乡发展，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 近日， 记者在桂阳县采访县
长庹登军时， 他条理清晰地对我们
说。

“郴州市提出， 要用3年时间
打好农村环境整治攻坚战。” 庹登
军介绍， 桂阳县把农村环境整治列
为当前最大民生工程， 全民动员、
全民参与， 将通过大力实施净化、
亮化、 绿化、 序化、 美化“五化”
工程， 实现农村环境面貌明显改
观， 农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素质明显
提升。

桂阳是农业大县。 近年来， 县
里投资20余亿元， 重点实施了26个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重点建设项
目， 使全县乡村旅游点发展到120
余个， 为环境整治起到了示范带动
作用。 今年， 为有序推进农村环境
整治， 该县把乡镇政府、 农林场
部、 主要景区所在地及城乡结合部
等处， 作为攻坚重点， 全面推进

“五化” 工程。
庹登军介绍， 净化将做到“五

有五无”， 即有保洁队伍、 设施、
宣传氛围、 考评活动、 长效机制，
无积存裸露垃圾、 污水溢流、 乱堆
乱放、 乱贴乱画、 人畜杂居。 亮化

采取太阳能路灯和LED （发光二极
管） 路灯相结合的方式， 力争年内
所有村庄实现亮化。 绿化上， 把
“森林桂阳” 建设与城乡绿化攻坚
有机结合， 积极引导村民开展村
旁、 宅旁、 路旁、 水旁植树活动。

同时， 要求100个重点村年内
完成现状图、 规划总平面图、 道路
和公共服务设施图、 村民住宅设计
图、 规划说明书等村庄整治规划编
制工作， 确保有序发展。 加强“空
心村” 治理和农村危房改造， 对主
要交通干线沿线、 主要景区周边和
乡镇政府所在地房屋进行立面改
造， 整旧如新， 使农村真正“美”
起来。

“农村环境整治， 直接受益者
是农民。 具体工作中， 我们要依靠
群众， 发动群众， 发挥村民的主体
作用， 让广大村民自觉参与到农村
环境整治行动中来。 目前， 全县上
下热情高涨， 来势很好。” 庹登军
打着手势， 语气坚定地说。

7月9日， 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200多名新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推进
党员“红色服务月”活动深入开展。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年适逢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
年， 也是他的老乡———国画大师
齐白石先生诞辰150周年， 由潇湘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与华夏电影发
行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
《毛泽东与齐白石》 已于6月底在
湖南部分影城率先点映。 并于日
前分别在北京和长沙举行了观摩
研讨会。

毛泽东与齐白石都诞生于湖南
湘潭， 据历史文献记载， 这两位老
乡神交已久， 却仅仅在1950年有过
一次短短几个小时的会面。 影片从
历史的长河中捕捉到这段史实， 用
电影的独特手法抒情、 轻缓地展现
了当年这段意义深远的故事。 区别
于以往气势恢宏的主旋律影片， 电

影 《毛泽东与齐白石》 构思巧妙，
画面唯美， 节奏舒缓而深情， 犹如
一首宁静的散文诗， 再现了两位湖
湘巨子之间充满人文关怀的情感和
友谊。 该片以小见大、 以情带人、
以情动人， 通过诗书画印在两位人
物之间的传递， 让观众在浓浓的亲
情和乡情中完成了对历史人物的再
认识。 在肯定该影片选材和立意的
同时， 专家学者们也从影片的艺术
风格、 市场运作以及未来同类题材
影片的创作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
意见。

电影 《毛泽东与齐白石》 由史
凤和执导， 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
强、 刘子枫分别扮演毛泽东和齐白
石。 据悉， 该片将于12月在全国各
大院线放映。

整治农村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访桂阳县县长庹登军

庹登军 通讯员 摄

农发行逾2亿元支持油菜籽收购

办理盗窃、抢劫案件执行标准施行
盗窃、抢劫“数额巨大”起点为5万元，盗窃“数额

特别巨大”起点为40万元

肖某帮人虚增拆迁面积获刑7年
致500多万元补偿款流失

（紧接1版①）这是少年毛泽东走出韶
山冲，就读的第一所新式学校，也是
当时全国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

走进东山书院，环形河、小石桥、
图案精美的书院梁柱、毛泽东当年所
在的五班教室、用过的桌椅、可升降
的黑板、自修室、寝室、毛泽东借阅书
刊的便条、“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
儿敢作声”的小诗等历历在目，如此
近距离体验，心中油然生出亲切与敬
仰之情。

东山学校校长王辉向我们介绍
了少年毛泽东为什么到东山学校来？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学到了什么？ 毛泽
东又是怎样去了省立湘乡一中的？ 讲
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比如毛泽东
入学东山的故事。 当年毛泽东挑着箱
箧雨伞来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校门口

时,因为自挑行李，衣衫简朴，遭到门
房阻挡和同学讥讽。 见过堂长李元
甫，报了姓名，由于考期已过，李堂长
布置了一个叫《言志》的作文题，意思
是谈志向。 毛泽东作完以后，递给李
堂长，李堂长一看，字写得好，文章立
意高远，不像其他考生只谈光宗耀祖
和升官发财， 而是联系民族危亡、人
民疾苦， 表达了立志救国救民的抱
负。 于是力排众议，最终录取了毛泽
东。 第二天，李堂长还好不欢喜，对其
他老师说：“昨天取了个建国才。 ”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喜欢
读顾炎武的《日知录》，经常引用“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格言与同学互
勉。 东山高等小学堂同学中传抄的毛
泽东作文佳句如：“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涓涓之水，可以滔天。 ”

毛泽东经常和同学们在便河石
桥上交流读书心得和讨论国家大事。
从他在便河石桥上对诗时即兴创作
的《咏蛙》诗可以看出，毛泽东自少年
时就已经有理想有抱负了，而且很有
霸气。 毛泽东最终成为一代伟人和其
少年、青年时就树立的远大志向是分
不开。

少年毛泽东在东山学校的半年
里，博览群书，不仅第一次接受现代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也受到
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
影响。 东山高等小学堂为毛泽东打开
了一扇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全新窗口。
也是因为东山学校，毛泽东才得以进
入省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东
山学堂的求学生涯成为毛泽东成长
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这里，他开

始了从一个充满抱负的乡下少年到
壮怀激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转变，萌
发了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
想。 从此，他将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
命运紧紧相连，开启了“改造中国与
世界”的伟大征程。

今天的东山学校现已成为湖南省
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湖南省红
色旅游线路“毛泽东成长之路”的重要
节点。学校现有学生近4000人。今年
高考一本、二本上线率达到50%。

东山学校这所历史悠久的三湘
名校再次出发。 少年毛泽东在东山求
学、励志、成长的经历，也将永远激励
着青年一代为祖国富强和民族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行。

（紧接1版②）蹲坐于井边， 遥想一百
年前的青年毛泽东曾经在此与师友
赋诗以抒胸臆 ， 激辩以论时政 ， 字
字句句关乎劳苦命运 ， 国之兴亡 。
行走青年毛泽东之路让我深刻地体
会到 ， 一个人思想的深刻在学识 ，
眼界之宽广在教育 。 在东山学校 ，
中国新式学堂由此发始 ， 中国的新
思想则在此萌芽。

人民日报—人民网 覃博雅：
东山学校是毛泽东走出韶山冲

的第一站 。 在这里 ， 他接触到了传
播新思想的 “叛逆 ” 书刊 。 康梁的
维新思想 、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 都
曾深深地影响过毛泽东 ， 而毛泽东
最终走上无产阶级道路 ， 东山学校

新式教育新思想功不可没 。 毛泽东
不可复制 ， 但重走青年毛泽东之路
的征途中 ， 我们感受到湘乡之于毛
泽东， 是一切改变之始。

中国日报网 高欣怡：
青 年 毛 泽 东 走 出 韶 山 冲 ， 到

东山高等小学 堂 念 书 ， 再 到 湘 乡
驻省中学继续 深 造 的经 历 ， 充 分
印证了 “机会只眷顾有准备的人 ”
和 “知识改变命运 ” 这两句格言 。
现在 ， 很 多年 轻 人 ， 常 常 将 自 己
的失败归结为 命 运 的不 公 ， 只 是
怨 天 尤 人 ， 却 不 努 力 改 变 自 己 。
他们似乎忘了伟人 之 所 以 成 为 伟
人 ， 正是因为 他 们 的积 极 争 取 和
不懈努力 。 静下心来 ， 告别浮躁 ，

用书籍开拓眼界 ， 用 知 识 武装 自
己 ， 用行动去 践 行 理 想 ， 也 许 正
是我们即将担负起社 会 未 来 的年
青一代最该做的吧 ！

腾讯 焦建宁：
虽然毛泽东连同他读书的那个

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 但在走访东山
学校和湘乡一中 ， 却发现他们对毛
主席的研究热忱丝毫不减 ， 其意义
不仅在缅怀伟人 ， 更在激励青年 。
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 ， 毛泽东从
未放弃过读书、 思索和求知， 然而，
在今天信息大爆炸和碎片化时代 ，
能够坚守读书和创新的信念更难能
可贵 。 重走青年毛泽东求学路 ， 更
是一场激发正能量的青春颂！

新浪 杨姗：
1910年， 经表兄王季范、 文运昌

的影响和推介 ， 毛泽东离开韶山冲
来到湘乡东山学校 。 东山学校的前
身———东山精舍， 与武汉自强学堂、
北京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
在这里， 毛泽东开始接受现代教育，
救国救民的追求更加坚定 ， 作于东
山学校井边的 《咏蛙 》 诗 ， 就是他
豪气的抒发 。 从韶山冲私塾到东山
学校 ， 各处景色灵丽而壮美 。 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 ， 到过这里之后不难
理解 ， 主席宏大的伟人理想 、 浪漫
的诗人情怀迸发， 绝非偶然。

本报记者 荆彩 黄晓辉 李传新
整理

电影《毛泽东与齐白石》
湖南率先点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