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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傅召平

雪峰山下的安化县面积4950平方公里，森
林覆盖率76.51%，是典型的山区大县。近年来，
随着黑茶产业、旅游业和生态休闲农业不断壮
大，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依靠“绿色脱贫”的步伐
越来越快。

安化县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创新， 能动司
法，运用司法利剑为这方绿水青山护航。

法检“两长”同台办案，彰显护
卫一草一木决心

12月5日，一起盗伐、滥伐林木刑事案件开
庭审理。安化县人民法院院长孟新军担任审判
长，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长均出庭支持公
诉。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公安、司法等单
位相关负责人30余人到场观摩。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王永祥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擅自砍伐安化县龙塘乡昆阳和平林
场林木，数量巨大，构成盗伐林木罪；在林木
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违反森林法规定，未
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滥伐安化县龙塘乡“界
木土”山中中横路以下争议林地林木、滥伐自
留山“紫茶土”山中林木，数量较大，构成滥伐
林木罪。

案发后，王永祥主动向安化县龙塘乡政府
退还了盗伐林木所得木材款2万元， 其非法所
得1万元被安化县森林公安局依法没收。 庭审

中，王永祥又主动与林业部门签订生态补偿协
议，承诺恢复植被，并交纳生态补偿保证金。

法院当庭宣判，王永祥因犯盗伐、滥伐林
木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
罚金3万元。王永祥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安化县人民法院院长孟新军说，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保护安化的一草一木义不容
辞。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安化依托“绿色
脱贫”就是一句空话。

多砍自家树木也犯罪， 如补植
林木可作量刑参考

安化县龙塘乡村民陈术全没想到，砍了家
里种的200多株树，也需要负法律责任。

2015年10月， 陈术全因修建房屋需要木
材，便砍了自家种的树木，一共砍了200多株。

经林业主管部门鉴定，除去办理的采伐指
标，他共计滥伐林木蓄积29.4152立方米。2016
年6月，法院审理此案认为，陈术全的行为已构
成滥伐林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
年，并处罚金1.5万元。

陈术全一开始还觉得有点冤。他说树是家
里长辈种的，大概有20多年了。经过庭审，他才
明白自己破坏生态的行为罪有应得。

在此案审理前，陈术全与林业部门签订生
态补偿协议，承诺恢复植被，并缴纳了2800元
生态补偿保证金。法院审理时对他的这个情节
作了从轻的量刑参考。

目前，他已缴纳了保证金，打算明年开春
去补植树木。

建立环境修复长效机制， 谁砍
树谁补栽

在安化这个典型的山区县，滥伐林木比较
常见。2013年以来， 安化县因滥伐自家林木犯
罪的案件就有29件，因此犯罪的村民33人。

安化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叶琳介绍，实际审判中，一大“尴尬”就在于即
便定了罪、罚了人，环境的恢复仍然晾在那里。
为破除这个困局， 法院从2016年6月开始尝试
要求破坏环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缴纳生态
损失补偿金。“惩处犯罪和环境修复并重，才是
审判的最终归属。”他说。

为了将其作为一个长期机制，安化县委政
法委、安化县人民法院等联合施行了《安化县
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生态补偿工作机制(试
行)》。安化县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曾来生介
绍，“补偿方式有补植复绿和缴纳生态损失补
偿金两种，可选择其中一种。”具体来说，犯罪
嫌疑人、 被告人根据林业局评估的受损林木
(或生态)价值数额作为缴纳生态损失补偿金数
目。如果自己补种，林业局会进行技术指导，并
且验收，补植合格后会将这笔钱退回。“从立案
开始，到侦查起诉，都可以引导犯罪嫌疑人和
被告人将破坏的林木补植起来，并作为一个量
刑的考虑。”叶琳说。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张凯 龚艺）10日上午，长沙市公
安局集中销毁4200余支非法枪支、5700
余把管制器具。这是今年10月以来，长沙
市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全省“收缴枪爆物品
专项行动”的成果。

据了解，全省公安机关今年10月部署
开展收缴整治枪爆物品专项行动以来，长
沙公安机关按照“全面发动、深入收缴、严
厉打击、综合治理”的原则，发放收缴整治

枪爆物品专项行动通告26万份， 兑现举报
奖励25.8万元。 全市公安机关共侦破涉枪
爆案件186起， 抓获违法犯罪人员578人，
打掉违法犯罪团伙7个，捣毁生产、销售、转
运非法枪支窝点30处， 收缴各类子弹、雷
管、火药、引火线等一批非法枪爆物品。特
别是破获了公安部督办“4·11特大网络非
法买卖枪支案”和省公安厅督办“8·19特大
非法制造、贩卖枪支案”等涉枪涉爆团伙案
件，受到公安部、省公安厅的通令表彰。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刘从武 李志敏）“接通无线广播
电视后，可收看50多个台。电视剧、电影、
农技知识，想看啥就看啥。”12月7日，宜章
县莽山瑶族乡道洞自然村村民盘福良乐
呵呵地告诉记者。

道洞村距县城100余公里，村民居住分
散，立杆架线投资大、维护难。去年底，宜章
县摸底统计，全县共有415个自然村、14634
户农户存在看电视、听广播难的问题。为把

党和政府的政策、新闻资讯、文化节目等及
时送到山区群众家中， 今年该县把自然村
无线广播电视“户户通”作为最紧迫的民生
工程来抓，加快建设进度。县广播电视台通
过争取上级资金、县级财政配套、受益农户
自筹的方式，共筹集资金110.4万元，并抽
调12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建设“户户通”。

目前，宜章县无线广播电视“户户通”
已接通4000余户农户。 其余农户已纳入
统筹规划，将稳步推进，尽早完成。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唐东升 周淑芳 伍丽鹏） 因为猎杀贩卖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虎纹蛙，6名嫌疑人涉案被抓。
日前，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对这起非法狩
猎贩卖虎纹蛙案作出判决，6人全部获实刑，最
长的获刑十年零六个月，最轻的获刑三年零六
个月。

2015年8月25日， 永州市森林公安接到举
报，在冷水滩区二广高速路口附近，从娄底开
往永州的班车上有疑似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接到举报后，警方迅速出动，现场缴获
“泥蛙”6袋，共100余斤。警方及时聘请湖南省
野生动物鉴定中心对6袋“泥蛙”进行鉴定，确
认其中843只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虎纹蛙。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警方根据查获其收购
青蛙的记账本， 对记账本内的线索进行追查，
在追查过程中发现这一批虎纹蛙主要是从娄
底双峰流出来的。 办案人员连夜赶赴娄底，通
过排查并跟当地的森林公安配合，抓获犯罪嫌
疑人。

冷水滩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喻
某、唐某甲、颜某、李某、唐某乙、彭某，以营利
为目的，违反狩猎法规，使用禁用的方法进行
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6名嫌疑
人的行为均构成非法狩猎贩卖罪。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通讯员 向民贵 李
常 张言文）“把‘老赖’ 名单贴到显眼广告墙
上，群众广为知晓，赖账的还好意思吗?”今天，

在泸溪县白沙镇县工商银行大门左侧，观看县
法院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公告的群众，无不拍
手称快。

据了解， 该县自2013年以来共公布失信被
执行人129起，依法追回执行“老赖”欠款1.31亿
元，维护了法律权威，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12月10日，龙山县委办、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来到里耶镇岩冲村，为村支两委送来
《学习活页文选》等，宣讲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岩冲村是龙山县委办的驻村联系点，经
过两年来的精准扶贫帮扶，这个贫困村已逐渐摆脱贫困，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近千元。

张军 彭杰 摄影报道

以法为剑，护卫绿水青山
———安化县人民法院见闻

长沙集中销毁非法枪支和管制器具

党的声音送进扶贫村

宜章“户户通”乐了农家
今年已接通无线广播电视4000余户

缴获843只虎纹蛙
冷水滩区法院判决一起特大贩卖野生动物案

泸溪依法曝光“老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