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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彭彭） 本报今天第4版刊发
《环保志愿者暗访采砂毁林被打》 一文后， 引起读者广泛
关注。 湘乡市壶天镇党委书记胡建时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位于湘乡市壶天镇合东村与宁乡县青山桥镇上流村
交界之处的非法采砂厂， 其采砂、 洗砂设备已全部拆除，
目前正在初步恢复壶天镇地界内地貌。 根据湘乡市公安局
出具的公安处罚决定书， 对打人者旷金阳行政拘留8日，
并处罚款500元。

胡建时同时表示， 由于该采砂厂只有一部分在壶天镇
合东村内， 其他部分位于宁乡县青山桥镇上流村地界， 壶
天镇国土所已将此情况上报湘乡市国土局。

壶天镇派出所所长张黔良告诉记者， 经调查， 该非法
砂厂于去年3月份成立， 包括旷金阳一共有老板4人， 都是
壶天镇合东村人。 胡建时则介绍， 该非法砂厂于今年4月
已被强制取缔过一次。 记者查阅壶天镇人民政府网站， 发
现确有一则标题为“壶天镇关停取缔一非法洗砂场” 的新
闻， 发布时间为今年4月19日， 文中显示“湘乡、 宁乡联
合执法， 对壶天镇合东村一处跨湘乡和宁乡的非法洗砂场
进行了关停取缔。 现场拆除了全部非法采砂和洗砂设备”。

但在今年十一国庆长假期间， 该采砂厂又暗地重新开
工。 10月10日， 壶天镇国土所在例行巡查时发现违法行
为， 再次发文对该砂厂依法取缔。 壶天镇向记者出示了两
份“国土资源管理公文送达回证”， 受送达人都是“旷中
阳” （胡建时介绍， 当地口音“中” 和“金” 不分， 与旷
金阳是同一人）， 送达文件名称分别为“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通知书” 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送达日期是
2013年10月10日， 均有旷金阳本人手印。

今日下午， 记者再次联系了被打志愿者刘曙， 刘曙告
诉记者， 事发19日当晚， 旷金阳家属致电表示愿意赔偿，
但未涉及具体赔偿事宜。 但直到今日下午， 刘曙再未接到
过旷金阳或其家属电话， 也未收到任何赔偿， 医药费由志
愿者杨坚先行垫付。

本报 10月 21日讯 （记者 何淼玲
实习记者 于振宇） 记者今天从衡阳市公
安局获悉， 该局最近成功破获了网络大
V格祺伟等涉嫌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团伙
案， 刑拘犯罪嫌疑人6名。 该团伙涉嫌网
络敲诈案件31起， 涉案金额达330余万
元， 涉及全国13个省份。

格祺伟，原名周波，男，汉族，1984年4
月出生，大学本科文化，湖南省祁东县人。
2004年大学毕业后，20岁的格祺伟先后
在四川多家网络媒体和报社实习或临时
工作， 学会了新闻写作和网络媒体运作，
自称全媒体记者、自由撰稿人。 2010年开
始，格祺伟在腾讯、新浪等网站实名注册
微博ID，通过发布如“云南巧家村李昌奎
（赛家鑫）奸杀同村两人案”等有影响力的
报道，快速积聚了网络名气，其腾讯粉丝
超过55万，自称微博“意见领袖”。

成为网络名人后， 格祺伟便通过虚

构、编造、夸大相关事实的手段，在互联网
上不断发布涉及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以及社会名人的大量信息，并以曝
光负面信息、发帖为要挟或以删帖为名向
当事人索要钱财。 2010年10月，格祺伟在
网上发布针对祁东县建设局的一系列帖
子，如“祁东建设局城管暴力执法，看点孕
妇遭殴流产”等，并以“宣传费”为名向该
局索要现金5万元。 2012年11月，格祺伟
在现代消费网上发布衡阳市药监局原局
长龙某发公文卖书、 非法敛财的报道，并
以帮助龙某删除首发稿为名， 索取8万元
现金。 2013年4月， 格祺伟以曝光衡阳宝
丰建筑有限公司违规低价买地为要挟，迫
使该公司交了6万元的“广告费”，但据公
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从未见过任何形式的
广告宣传。

据办案民警介绍， 格祺伟还涉嫌参
与以张桓瑞为首的敲诈勒索犯罪团伙。

犯罪嫌疑人张桓瑞、 李洪洋于2009年10
月开始被现代消费导报社聘用， 聘用期
为3年。 受聘期间， 两人共同出资3万元
注册成立了北京亿万豪鼎业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负责多家网站频道广告代理。
张、 李二人先后纠集犯罪嫌疑人李晓伟、
樊莉娟、 张红如、 格祺伟等人， 打着现
代消费导报官方网站的旗号到处索要财
物。 2012年11月28日， 张桓瑞指使格祺
伟在现代消费网上发表题为 《杭州余杭
区供电局违规建办公楼》 的负面报道，
并以派人做后续报道为要挟对该局施压，
向余杭区电力局索要20万元。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格祺伟团伙内部
有明确的分工和预谋，新闻部樊莉娟等人
负责安排线人运用偷拍、录音等手段收集
全国各地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负面新闻信
息，由格祺伟负责写稿并署名发布，再以
在网上曝光为要挟或以帮助删除相关信

息为名，向相关单位或个人索要财物。 有
时以通过补充采访或后续报道进一步施
压，迫使相关单位或个人交出所谓的“协
调费”、“宣传费”。该团伙有明确的利益分
配方式，出面谈判的人占5%，写稿的人占
10%，除去该部分以及开支后，剩余部分
由公司及得到线索的记者各占50%。

今年8月26日， 衡阳市公安局对格祺
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 27日，
格祺伟在衡阳市祁东县洪桥镇其住所被
抓获归案， 民警在其住所查获一批名贵
香烟、 摄像机、 照相机、 录音笔、 手机、
电脑、 假记者证、 名片以及开出敲诈既
遂的 27张收款发票底单 （金额累计
96.716万元）。 专案组经全面审查， 查明
了格祺伟涉嫌敲诈勒索案件15起， 寻衅
滋事案件5起。 9月11日， 专案组在北京、
河北衡水成功抓获了嫌疑人张桓瑞等5
人。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本报记者 尹虹

中华神话历史+神州各地风貌+奇幻冒险 ， 动漫
2D+3D技术———被誉为“重启‘动漫湘军’ 崛起之路” 的
原创动漫剧 《锦绣神州之奇游记》， 即将在国内外各大电
视台、 门户网站播出第一季26期。

该剧制作方、 成立于2011年的湖南锦绣神州影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锦绣神州”） 可谓“动漫湘军”
新秀。 他们凭什么快速成长？

“很大程度得益于强化党组织建设、 发狠学习。”
“锦绣神州” 董事长周斌、 “锦绣神州” 所在地长沙通泰
街街道工委专门负责联点该公司的青年干部莫琳对此颇有
共识。 周斌40岁不到， 既热爱中华传统文化， 又喜欢时尚
动漫， 是长沙开福区人大代表。 在他看来， 动漫制作应为
弘扬优秀文化的重要阵地， 必须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精神内
涵、 坚持正确而先进的文化导向， 才有可能越做越强。 而
这些都需要党的指引， 需要党组织增强企业凝聚力。 一向
重视非公党组织建设的通泰街街道工委非常认同、 支持周
斌的理念， 派出专员联点指导该公司党建工作。 2012年
初， 拥有400多名员工的“锦绣神州” 成立了党支部， 并
在通泰街街道工委悉心引领下积极发展党员、 切实加强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

除认真参加所属社区党委组织的每月例会学习、 专家
授课培训， 扎实开展“三会一课” 学习， “锦绣神州” 党
支部还坚持开展“我是党员” 主题活动， 带动全体党员亮
身份、 提升综合素养， 争做工作、 学习、 创新表率。 每周
六、 周日， 党员、 技术骨干会联合举办艺术沙龙， 赏析动
漫作品， 交流制作技术。 工委领导热忱鼓励他们在党的大
政方针指引下谋求发展， 学习世界先进动漫技术， 推广中
国独特传统文化。 因此， 在对外学习上， 公司力求“学得
广”、 “学得深”、 “学得新”： 走出去， 向国内外同行、
高手学习， 如派员到文化部组织的全国立体动画影视技术
应用与开发高级研修班学习， 向日、 美等动漫大国学新理
念、 新技术； 请进来， 邀请美国好莱坞4D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裁胡晓东教授、 知名院校文化创意专业博导等来
公司授课等。

因为注重学
习与创新， “锦
绣神州” 已发展
成为集影视创意
策划、 节目制作、
版权发行、 新媒
体、 动漫教育培
训和动漫产业开
发运营一体化的
影视文化机构。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英姿） “衡阳地下是不
是有石油？” 今天， 记者接到多位
读者来电， 反映有不少外地勘探人
员在衡阳县集兵滩、 珠晖区茶山坳
和金甲岭、 衡东县大浦等地钻井勘
探。 网上也有网友发帖， 传言是在
衡阳勘探石油。 记者专门走访衡阳
市发改委能源局获悉， 这些勘探人
员并非为石油而来， 而是勘探衡阳
地下盐卤资源区的地质结构是否适

合建大型盐穴天然气储气库。
目前，天然气地下储气库主要分

布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衡
阳地下盐卤资源丰富，探明储量高达
124亿吨。 衡阳市发改委负责人告诉
记者，经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公司
前期调研，初步认定衡阳市基本具备
建库条件，目前该公司已在衡阳开展
建库前期勘探工作。 据了解，该项目
如能顺利实施，对衡阳将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因为这个设计

工作气量10亿立方米的大型盐穴天
然气储气库，将让衡阳从“能源紧缺
市”变为“能源充沛市”，充足的天然
气供应，对衡阳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
深远的积极影响。

目前， 中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公
司已委托中石油川庆物探公司207
队先期来衡阳开展二维地震勘探，
勘探范围涉及衡阳县、石鼓区等7个
县、区，目前二维地震勘探施工已接
近尾声。

本报 10月 21日讯 （通 讯 员
金中平 谢华 记者 周小雷）今天，溆
浦县第三届汽车家居博览会现场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 湖南大康牧业股
份有限公司在现场设立的招聘展台
吸引了大批返乡农民工前来咨询。该
公司董事长陈黎明说：“展会期间，我
们将提供1000个优质岗位。”

近年来， 大康牧业积极探索和
实践“公司+基地+农户” 的养殖

新模式， 生态养殖项目在武陵山片
区“遍地开花”， 仅在溆浦县就建
设培育了4个生态养殖村、 42户家
庭猪场、 397个生态专业养殖户，
征用及流转土地近千亩， 年可出栏
商品猪10万头以上， 引领一大批
返乡农民工走上了“跟大康奔小
康” 的致富路。 此次招聘的岗位有
饲养、 采购、 财务、 营销等10多个
类别， 返乡农民工可根据自己专业

和工作经
历 ， 自主
选择合适
的 岗 位 ，
在家门口
就能找到

一份收入可观的好工作。
溆浦县卢峰镇返乡农民工舒伟

过去一直在深圳当驾驶员， 当天上
午他在博览会上看到大康牧业的招
聘信息后十分激动， 通过了解和薪
资比较， 看中了小车分割工和驾驶
员两个岗位。 舒伟递上求职表后高
兴地对记者说： “现在国家对武陵
山片区的扶贫力度很大， 大康牧业
今后的农业市场潜力会更大。 我们
希望搭上这趟‘顺风车’ 早点致
富。” 岗东乡澎州村是大康牧业在
溆浦建立的首个生态养殖村， 当天
招聘活动启动后， 周边乡村不少农
民也纷纷赶来想加入养殖队伍。

长沙向周边城市
推介购物、购房和旅游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由长沙市政府主
办的“逛长沙， 把快乐生活带回家” 购物、 购房、 旅
游推介活动于19日启动。 活动组委会将先后赴株洲、
岳阳、 常德、 江西萍乡4个城市， 推介长沙购物、 购房
和旅游。

此次活动,重点向省内重点城市和周边城市宣传推
介长沙一批商贸购物省外产品、 宜居房屋产品、 旅游
休闲产品。

首个市级廉政文化
创作演出基地在怀化成立

本报10月21日讯 （通讯员 石之光 记者 乔伊蕾）
近日， 怀化市廉政文化创作演出基地正式成立。 这是
我省首个市级廉政文化创作演出基地。

该基地以怀化市阳戏保护传承中心为依托， 集创
作、 演出功能于一体， 现有专业演职人员77人， 有一
栋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的排练表演中心和可容纳
800人的综合演出厅。 2011年以来， 在市纪委的组织策
划下， 该基地先后创作了大型廉政阳戏 《满朝荐》、 大
型廉政音乐剧 《清源五溪》、 廉政文化“六进” 主题文
艺节目等一大批喜闻乐见、 极具影响的精品力作， 并
在全市巡演50余场， 观众达115万余人次。

长沙警方1小时
解决一起挟持事件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徐岳）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公安局了解到， 昨天中午， 长沙警方用1小
时快速处置一起挟持事件， 安全解救被挟持女子， 并
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彭某。

昨天中午11时50分许， 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 称岳麓区阜埠河路家润多超市一女性工作
人员被一男子持菜刀挟持。 接警后， 长沙市公安局高
度重视， 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对嫌疑人进行耐心
劝说。 经过1个小时的政策攻心， 中午13时10分许， 持
刀男子被说服， 向警方缴械。 男子和被挟持人员都安
然无恙。

经查， 犯罪嫌疑人彭某， 男， 22岁， 广西崇左市
江州区人。 据其交代， 其因与自称家住长沙的女网友
网恋受挫， 心有不甘， 遂来到长沙寻其表达感情。 在
长沙寻找数日无果后， 突发奇想， 企图利用挟持他人，
造成影响逼网友现身。

目前， 彭某已被警方控制，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
中。

《环保志愿者暗访采砂毁林被打》追踪：

打人者拘留8日
非法采砂设备拆除

放眼学世界 倾情绘神州
———长沙通泰街街道工委联点

“锦绣神州”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走笔

网络大V格祺伟团伙覆灭
涉嫌网络敲诈勒索330余万元，6人落网

衡阳地下盐穴有望建大型天然气储气库

家门口能就业 猪舍内有好岗位

大康牧业招聘吸引返乡农民工

10月19日下午，花垣县排料乡敏腊村，一位爱心人士与孩子们分享刚为他们拍下的照片。 当天，湖南省第
三届义工高峰论坛在该县举行。 龙恩泽 龙权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