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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仁 董滨

连日来，在省人武学校新任职
基层武装部长集训考核场上，一场
你拼我赶、冲劲十足的“精武强能
火”燃得很旺。

6月24日， 全省新任职基层
武装部长共247人在参加完长达
30天的集训后，走上集训考核校
场， 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岗前认
证”。

队列动作是集训队员迎来的

第一个考核科目。 露天训练场下，
株洲市朱亭镇武装部长冯怒头顶
烈日，汗水一道道挂满脸颊，但军
姿端正，眼神坚毅。考核完后，考核
员当场做了点评：“队列动作要领
熟悉，指挥位置准确，指挥口令洪
亮，总评优秀。”

专武干部既要“专武”， 更要
“精武”。在考核场北侧，半自动步
枪分解结合考核“火药味”更浓。记
者看到，一张迷彩指挥桌上摆放着
两支56式半自动步枪，桌前待考的
两名学员正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随着考核员一声“开始”，两名集训
学员迅速展开竞技， 动作熟练，忙
而不乱：左手移握机枪护木，右手
打开保险，拔下机匣盖插销，揭开
机匣盖，取下复进簧……速度之争
只持续了不到50秒，但“快、准、细”

的拆装本领却给记者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开设隔离带灭火时应把握：
一是加强观察， 二是预有准备，三
是科学组织……”森林扑火、抗洪
抢险、反恐维稳三个方面行动的组
织指挥能力考核正在紧张有序进
行。参加考核的邵阳市下华桥镇武
装部长袁铁成信心十足，对组织指
挥程序和方法对答如流。“以前扑
救山火，缺乏专业救援知识和组织
指挥能力，往往是到了现场就搞任
务摊派，效率低，风险大。”对比以
往执行森林扑火任务，袁铁成告诉
记者：“经过这次集训， 对火情分
类、器材使用、力量分配、人装安全
等方面有了系统的认知了解，现在
脑子里时刻都挂着一幅指挥流程
图，有底！”

实弹射击、手榴弹投掷……考
核正在有条不紊进行。 据了解，这
次结业考核共设置了队列、半自动
步枪分解结合、 民兵工作理论、兵
役工作理论、“四会”教学、组织指
挥能力、行政管理等7项考评项目，
旨在全面检验集训质量，巩固学习
训练成果。

省人武学校党委书记、省军区
教导大队政委吴翔介绍说，系统规
范的组织基层专武干部集训，是省
军区贯彻落实国防和军队改革精
神，推进基层武装工作落实的一项
重要举措。4年来，人武学校已经组
织了8期2000余人集训，对强化基
层专武干部的思想、技能、业务等
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全省的国防动
员建设和民兵预备役工作提供了
有力的人才支撑。

湖南日报记者 谭登

6月25日， 怀化市鹤城区凉亭坳乡
板栗坪村养牛户说起被网络信息所骗，
两次赴山东购买“架子牛”受损而归，气
恼不已。

板栗坪村的荣盛养牛合作社由16
户农户组成，其中有14户贫困户，前一
阵急需购买“架子牛”。他们所说的“架
子牛”， 是指12月龄以上的肉牛， 重约
150公斤，一年时间可育肥出栏。因购牛
信息缺乏，他们便上网搜索，查找“架子
牛”销售地。养牛户丁三妹说，网上跳出
来的几乎全是山东养牛场的信息，有的
还打着“山东省畜牧局站长”的名号进
行推介。这些养牛场的承诺很诱人：150
公斤左右的“架子牛” 每头1500元至
2000元，免费运送，还赠送2个月饲料
和一台铡草机。

养牛户丁立新也称， 网上的信息说
得天花乱坠，“购买他们的牛， 一天可以
长2公斤肉， 喂养两年可长到1000公
斤。”

养牛户们信以为真，派出3名代表，5
月13日拿着从银行贷来的购牛款， 兴冲
冲地赶到山东郓城，才发现情况不对。他
们一下车，就被当地牛贩子围着，索要看
牛中介费和车费。 丁立新说：“我们被人
强拉着看了10多家养牛场，都是些咳嗽、
拉稀、 烂脚的病牛， 每头要价不少于
3000元，根本不是网上所说的情况。”

5月17日，养牛户们又去了一次，仍
无功而返。

两次山东之行，牛没买到，反遭中
介欺诈，被骗走各种费用9000多元。事

后，一名在当地定居的湖南老乡告诉他
们， 来这里购牛的外地人被骗的很多，
有的被骗中介费等费用，有的买牛后被
调包， 还有的运牛到半途被逼迫加运
费。

后经人介绍，养牛户们远赴吉林四
平，以每头7500元的高价，才买回21头
牛。

他们还反映，2014年， 该乡大竹林
村一些养牛户也是从网上获取信息，到
山东买回几十头所谓的“架子牛”，结果
牛“不爱长”，一年仅长50多公斤肉，才
发现上当。

记者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关键词“购
买架子牛”，跳出10多页售牛信息，果然
几乎都是山东养殖场的信息， 以济宁、
兖州、郓城、梁山等地居多。记者拨打了
一个名为“山东益发牧业”的养殖场电
话，一男子在电话里称，他们的牛都是
国外良种杂交牛，2000元一头，一年半
可长1000公斤，免费送货。

驻溆浦的省扶贫工作队一位苏姓工
作人员对此情况也做过了解，他说，山东
养殖场的牛羊销售信息，除了在百度搜索
上最多，还“霸占”了58同城、农业信息网、
畜牧供给信息网等网站的相关页面，“虚
假信息泛滥，养殖户容易受骗”。

养牛户及相关人士呼吁， 对于网络
虚假销售信息，应加大打击力度，维护消
费者尤其是贫困户的权益。同时，怀化市
鹤城区扶贫办的曹主任认为， 在扶贫工
作中， 一方面要大力培训贫困户用好网
络，提高识别真假的能力；另一方面，政
府相关部门不能缺位，须从多方面着力，
建立扶贫产业信息“精准供给”机制。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就“湖南对接‘一带
一路’战略”法律服务、“万名律师
乡村（社区）行”、“万家中小微企
业免费法律体检” 三项法律服务
活动进行发布。

发布会由省司法厅、 省商务
厅、省经信委、省律师协会、省中小
企业协会联合举行。

据悉，截至2015年底，我省律
师事务所发展至644家， 律师人数
达11437人， 为充分发挥广大律师
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等方面作用， 从今年起，我
省将全面开展“湖南对接‘一带一
路’战略”法律服务、“万名律师乡
村（社区）行”、“万家中小微企业免
费法律体检”。 活动按照“全覆盖

和网格化管理”的原则，将法律服
务送到全省每个市（州）、 县（市、
区）、乡（镇）、村（社区）及中小企业。

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涉外
法律服务方面，将组建涉外法律服
务专业团队，为企业涉外事务提供
多个紧缺领域的法律服务。在律师
乡村（社区）行服务基层群众方面，
鼓励全省每名律师联系服务3至5
个村或社区，基本实现全省村（社
区）法律服务的全覆盖，重点帮助
群众解决脱贫攻坚、征地拆迁等较
为突出的法律难题。在服务中小微
企业方面，为每个市（州）分配了
200至2000家不等的企业免费法
律体检指导任务数，为每家对口企
业进行4大类12项免费法律体检，
基本覆盖企业运营发展过程中所
遇到的法律风险点。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李凌云 石忠）今
天上午，一场名为“无毒校园、无
毒青春”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活
动在长沙市财经学校举行， 来自
省黎托强制隔离戒毒所的7名青
少年戒毒人员， 用自己的吸毒经
历讲述毒品对自己的侵蚀。 长沙
市财经学校近500名师生共同宣
誓：远离毒品，捍卫无毒青春。标
志着长沙市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走入了强制隔离戒毒所和学校共
建模式。

此次预防教育活动由省戒
毒管理局、长沙市教育局联合主
办，省黎托强制隔离戒毒所和长
沙市财经学校承办，目的是为了
落实《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工作规划（2016-2018）》，积极推

动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
工程， 发挥司法行政戒毒的优
势，与学校共同承担禁毒宣传的
社会责任。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庆
江表示，近年来，青少年涉毒形
势严峻， 开展校园毒品预防教
育、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是学
校和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
与强制隔离戒毒所对接，将有利
于推动长沙市中小学校禁毒宣
传教育活动取得更好效果。省戒
毒管理局副局长张军表示，下一
步双方还将形成详细的合作规
划，组织民警定期到全市中小学
校开展禁毒知识讲座，组织戒毒
人员到学校现身说法，强化青年
学生对毒品的认知， 远离毒品，
健康向上生活。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陈勇平）“我宣誓：不贩毒、不吸
毒，积极举报涉毒犯罪行为，以抵制毒品
为荣、以吸毒贩毒为耻……”6月26日，岳

阳县近万名干部群众铿锵宣誓并游行宣
传，表达了防毒拒毒的坚定决心。近2年以
来，该县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81起，逮捕
起诉226人，强制戒毒836人。

精武强能火正旺
———我省新任职基层武装部长集训考核侧记

湖南万名律师
开启三项法律服务活动
将加强民生领域涉外法律服务

远离毒品
捍卫无毒青春
长沙市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启动

记者在你身边

“架子牛”，病怏怏
———怀化贫困户买牛遭遇网络信息骗局

岳阳县近万名干部群众
宣誓防毒拒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