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也经济·政治04

!"#$%&'()*'+,- ./*'01-
2.*'34-56789':;<567=>':
;?@A !"#$ B # C # DE-FGHIJKLK(*
'MN:OP-QRSTUVWXYZ[

!!"#$%" F7&'(\]^_78'`=
'*'N:a)KbLc-deKf34-gh*i
8'j=')k'l:m

&!'()*" nopqr'<stuvwjxc
y'l:z-*'LcN:{|}~��8'='l
:-�#Q�KL�*Mm

+!,-./"��7��*'N:aA !%&$ B &
C & DEHI-':�;*'N:�A !%&$ B ' C
& DEHI-�Q_78='*'N:a���_{
|m

012345(6 072895(:
!"#$ ; #! < %# =

!"#$%&'()(*+,-./01234
56789,/: 567;<,/: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石建国

新年伊始， 在辰溪县仙人湾瑶族乡扎龙
山村，均为80后的彭茂改、彭发全、彭军军3
人喜事连连。

1月2日，历时一周的第二批木耳采摘完
毕，收获湿木耳1.6万多公斤。同日，溆浦客商
从他们开办的辰溪县高山生态种植专业农业
合作社一次性买走4000公斤干木耳，支付货
款24万元，并预定了第二批木耳。

“撸起袖子干，闯出小康路。”看着银行发
来的货款到账短信， 彭茂改借用习近平总书

记新年贺词中的话，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彭茂改、彭发全、彭军军是建档贫困户。

在木耳种植基地，彭茂改与记者拉起了家常。
去年春节后， 辰溪县人大常委会牵头驻村扶
贫， 组织贫困户到本县上蒲溪瑶族乡参观木
耳种植， 他们觉得可行，3人筹资成立了合作
社，与溆浦一家公司签订协议，对方负责提供
技术服务和产品销路。

购菌棒菌种、建大棚、接种、流转土地、植
入大田……资金不够。 辰溪县农商行仙人湾
分行闻讯，给合作社扶贫贷款15万元，县扶贫
部门全额贴息。据溆浦的技术员介绍，木耳可

采7至8次， 这季木耳预计产干木耳1.25万公
斤左右，毛收入75万元，除去开支每人纯利润
5万元。

盖大棚、接菌种、植入大田、日常管理、采
摘等都需要劳力，这些活儿，合作社优先安排
贫困户。“接种2800块，放包2500块，前次摘
木耳1500元，这次摘木耳1000元，今年我靠
着在木耳基地做门路就脱贫了。”贫困村民向
先云乐哈哈地说。

“种木耳的3人一举脱贫，这个产业还带
动梁灿婆、向先云等11户贫困户在家门口务
工脱贫。”村支书黄生华掰着手指介绍说。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 � � �名片
� � � �
� � � � 石先胜 ，1982年出生 ， 宁远县清水桥
镇白福堂村人 。2006年 ， 石先胜从中国民
航大学空管学院毕业 。2016年 ， 他牵头成
立宁远青山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带领群
众奔 “钱途 ”。

� � � �故事

“我时常不自觉仰望蓝天，这是多年养
成的习惯。”2016年12月27日，石先胜抬头
望着天空的飞鸟，笑了。

2006年大学毕业后，石先胜通过考试，
成为民航华东空中交管局青岛空管站的
“空中交警”———空中交通管制员， 年薪20
多万元。 在家乡父老乡亲眼里， 他端上了
“金饭碗”。

与记者漫步在家乡一条土路上， 石先
胜说：“我总觉得，我的根在这里。”他7岁那
年，劳作一年的父亲还为他的学费发愁，多
亏亲友帮助，他才得以入学。开学第一天，
他对父亲“承诺”：长大了学到知识，一定让
土地“生金”。

空管站夜深人静时， 石先胜时常思考
人生的意义。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心“guide�
my� heart� home”（引导我的心回家），去实

现儿时的梦想。
2014年，石先胜回到家乡宁远县，流转

水市镇潭村520亩山地， 开沟打穴种水果。
开始，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饿了啃几块饼
干，困了在车上打个盹。10来天，他瘦了5公
斤。

父母心疼儿子， 更受不了人们的闲言
碎语。 父亲竭力劝石先胜：“你放着好日子
不过，会后悔的！”从没出过远门的老父亲，
后来又千里迢迢找到石先胜单位的领导，
请他们出面做工作。 可石先胜认准了的事
不会回头。单位领导惜才，破例给石先胜办
理了停薪留职手续。

“我不能像父辈一样蛮干。”石先胜想。
可他走到省农科院门口时， 徘徊了一个多
小时，才鼓足勇气走进去，也不知道该去哪
个科研所。漫无目的转了半天，石先胜走进
了园艺研究所。“周长富博士接待了我，还
给我引荐杨水芝教授和李卫东所长。 他们
认真听我介绍情况，提了很多建议。”石先
胜说。

此后， 石先胜跑省农科院越来越勤，
“像回家一样”。

在专家指导下，石先胜引进、种植巴
西费约果、特早和极早熟柚、晚熟葡萄柚、
TA-03型血橙、美国红心柚、红心猕猴桃
等。 省农科院还在石先胜的种植基地，建
立了目前湘南地区唯一的早熟乌梅培育
实验点。

果树种下，头几年是没有收益的。石先
胜便以短养长，发展山塘养鱼、林下养鸡鹅
等项目。然而，一场突来的狂风暴雨掀翻了
养殖大棚，鸡苗、鹅苗死伤过半。石先胜没
有被困难吓倒，雨后，他扛着工具重建养殖
大棚。

2015年， 石先胜养殖收入达50余万
元。2016年，基地第一批柰李将挂果。2015
年10月31日，石先胜正式向单位辞职。

近日，石先胜牵头，组织附近村民成立
宁远青山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村民们以
参加劳动、 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共
享收益。

正在基地劳动的村民莫德清告诉
记者 ：“在这里收入有保障 ， 还能学技
术，有奔头！”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汤研科

近日，申请人苏先生、段先生、黄先生以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分公司诉
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单作为担保， 申请对江西
省某公司、 湖南省某公司名下的银行账号内的
存款予以冻结。经审查，衡东法院认定申请人苏
先生等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依法冻结江西
省某公司银行存款200万元。这是衡东法院首例
由保险公司提供担保来申请财产保全的案例。

判决书生效了， 可执行财产却不见了，当
事人赢了官司却没有得到赔偿。在民商事诉讼
中，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怎样有效执行判决，维
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判决的公
信力？从2015年12月起，衡阳市两级法院在全
省率先引入担保公司保全诉讼财产，审核准入
符合条件的多家保险公司和担保公司开展诉
讼保全业务。

2015年12月1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
台实施了《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担保管理办法
（试行）》及《财产保全担保公司担保管理办法
（试行）》，对于诉前保全、诉讼保全中需要提供
担保的情形，经市中院审查符合准入条件的保
险公司，可在全市法院范围内开展财产保全担
保业务，市中院认可该保险公司出具的财产保
全责任保险保函为有效担保。申请由担保公司
担保的，由申请人在市中院确定的担保公司的
名单范围内选择担保公司，由当事人直接与担

保公司联系。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
则，法院不收取任何费用。对准入公司的监管
实行年审制度，对于通过年审的保险公司或担
保公司，市中院以通知形式将名册印发全市法
院。未通过年审的，不得继续在全市法院范围
内开展财产保全担保业务。

该项措施实施一年来，截至2016年12月，
五家保险公司共担保诉讼保全业务125笔，担
保标的6.15亿元。四家担保公司担保诉讼保全
业务52笔，担保标的5.564亿元。上述保单涉及
的177件案件无一涉诉涉访， 当事人均息诉服
判，较好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此机制下得到
有效保障，减少了诉讼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
与法院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司法公信力无形中
得到了提升，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衡阳中院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来清说，在诉讼保全中
引入保险公司和担保公司担保机制，是以当事
人权益保护需求为导向，以保险服务衔接司法
实务的一项重大举措。保险公司与担保公司的
介入， 一方面提高了诉讼案件财产的保全率，
从而有效缓解执行难的问题，维护诉讼保全申
请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申请人败诉后，被申请
人因诉讼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能够得到有效赔
偿，可以避免被申请人遭受损失。

据了解，2016年8月至11月20日， 湖南已
有102家法院进行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
占全省法院的73%。

� � � �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李雪君 唐红

【判决结果】
妻子产后患病精神异常，丈夫不堪忍受

起诉离婚。嘉禾县人民法院最近对这起特殊
离婚案开庭审理，驳回丈夫起诉离婚的诉讼
请求，作出了不准离婚的判决。

【案情回放】
2007年1月， 李某与黄某经人介绍相

识，双方交往一年后于2008年2月办理了结
婚登记手续，并于2009年生育一女孩。

2010年，夫妻又生育一男孩。黄某在
生育儿子后性情大变， 经常无故出现哭
笑、发呆、胡言乱语等异常表现。为此，李
某将黄某送至当地的嘉禾县人民医院进
行诊断，医院初步诊断黄某患有精神分裂
症， 建议到市级精神病医院进行确诊。随
后，黄某被送至郴州市精神病医院，确诊
患有精神分裂症。

为给妻子黄某治病， 李某对外举债近6
万元。由于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李某只
好让黄某在家中进行保守治疗。在随后几年
里，李某独自外出打工，并将妻子黄某送至
娘家，只是每月汇寄部分钱款用于为黄某购
买药品进行保守治疗。

在外打工的李某认为自己婚姻家庭生
活苦不堪言， 而且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为
结束这种困苦的婚姻生活，他决定向法院起
诉与妻子黄某离婚。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刘凤认为，在黄某患病

前，李某与黄某之间的夫妻感情尚好。黄某
虽在生育儿子后患上精神分裂症，但从李某
提交的病历以及黄某的近况来看，黄某病情
已明显改善，在家保守治疗效果尚可。而且，
夫妻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 黄某的病情尚
在治疗中， 李某应对生病的妻子生活上悉
心照料，精神上多加慰藉，积极为其治疗，
使其早日康复而不应提出离婚。《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重婚或有配
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
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李某与
黄某的情况均不在上述情形之列，因此法院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驳回李某准备与妻子离
婚的诉讼请求。

【温馨提示】
夫妻本是同林鸟， 相互扶持到白头。李

某开始做得不错，应予表扬。但最后他坚持
不了，准备与妻子离婚卸掉这个“包袱”，这
种做法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可取。希望他克服
困难，对妻子不离不弃，共同度过这段艰难
日子。

� � � � 长沙铁塔公司有效破解
景区建站难题

长沙3大景区
新建基站20座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邹靖方）
2016年以来， 长沙铁塔公司陆续承接
了3家运营商的景区建设需求， 截至
2016年12月底，长沙市3大景区共计新
建基站20座，共享率达到82%，实现了
景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施工标准化、技
术专业化、效益最大化。

岳麓山、橘子洲头、世界之窗是全
国著名的旅游景点， 在景区建设基站，
需满足融入景区环境、 不破坏植被，不
影响景区正常运营等要求，因此选址协
调难度更大，建设技术要求更高，报批
的流程也更为严格。

为了圆满完成建设目标，长沙铁塔
公司牵头， 多次前往主管单位协商，最
终完成三大景区基站选址工作。为了确
保景区正常运营，该公司将施工时间选
择在非营业时间段，同时遵守景区的规
章制度，建设过程中，把控建设流程，注
重施工质量，确保建成精品工程。

同时， 长沙铁塔公司积极向电信、
联通两家运营商推送需求，其中，岳麓
山新建的14个新建站点中，有8个站点
成功共享；在节约成本上，考虑到景区
建站的特殊性， 公司主动协调运营商，
在岳麓山试点共建管道，节约了管道建
设成本。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谭珍利）“衡东大源渡库区水质好，鱼
味鲜，在广东市场卖得好！”1月2日，位于衡
东县霞流镇大泥塘村的大源渡库区乡村公
路上，来自广东韶关、湖北公安和衡阳市城
区的渔车早早排成队。来自广东韶关的魏老
板在装运活鱼时，连连赞许。

据该县大泥塘生态养鱼合作社负责人
周晓国介绍，过去养鱼每年得要200多吨磷
肥、碳氨，现在全部用上正规厂家饲料，有时
还割青草给鱼吃，鱼儿产量增了，水清了，鱼
味更好了。

该县畜牧水产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前
些年，当地网箱投饵养殖鮰鱼，水库水都
变黑了，造成鲶鱼、鳜鱼都大量死亡。痛定
思痛，近年来，该局持续发力打造绿色渔
业，县里集中拆除网箱，划出禁养区和限
养区，对各类水库严格禁止施肥和网箱养

鱼。去年，该县对捕捞方式违法违规行为
没收、销毁、罚款、警告等处罚措施22起，
共拆除网箱600余个。

据介绍，以大源渡库区为例，该库区
在实施严格禁养措施后， 每年拿出数十
万元资金投放鲢 、鳙 、草 、青鱼等鱼种，
既增加库区渔民收入， 又消除了对生活
用水有污染的氮 、 磷等有机无机物 。目
前， 大源渡库区水质变得清亮， 生态鱼
一鱼难求。

同时,该县每年还组织水产养殖户到湖
南农大、 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培训。
如今， 该县专业水产养殖户对健康养殖、达
标排放、科学合理地搭配养殖品种等技术都
全面掌握。目前，该县已成立5家部级健康养
殖示范场，8家省级健康养殖示范场，去年申
报2家省级健康养殖示范场， 省内外客商慕
名而来。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周劭文) 永州市唯一的“红
牌”积案雷某案，经永州市信访局干
部的多方协调， 近日终于成功化解，
受到省联席办的通报表扬。永州市以
信访积案“清仓见底”为目标，强力推
进“千案攻坚”行动，日前圆满完成各
项任务。省交办的156件信访积案全
部按时办结，办结率达100%。

该市将开展信访
积案“千案攻坚”专项
行动纳入“两学一做”
专题教育， 按照办实
案、 出精品的工作思
路， 深入群众结对子、
创新方法摸根子、转变
作风拔钉子，采取切实
措施加以化解。市委常
委会议专题调度推进
“千案攻坚”行动，全市
32名市级领导和 200

多名县区领导带头包案。积极采取信
访专项救助的方式进行化解，成功化
解16起特殊疑难信访事项；积极探索
建立引入第三方参与信访积案化解
的工作机制， 推动化解信访事项60
余件。 市联席会议成立督查小组，实
行“对账销案、月通报、季讲评”督查
机制，下发通报表彰先进、通报后进，
促进了化解质量提高。

“撸起袖子干，闯出小康路”

长沙地铁3号线星沙大道站主体完工
1月2日，长沙地铁3号线星沙大道站在抓紧施工。元旦期间，该站百余名施工人员坚守工作岗位，加速地铁建设。目前，该站主体已顺利

完工。长沙地铁3号线规划全长42.8公里，设28座车站，于2014年1月3日开工，预计2018年建成。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空中交警”
返乡追梦

判决生效了，可执行财产没了，怎么办？

衡阳引入担保
给诉讼财产上“保险锁”

永州156件信访积案全部按时办结

� � � �石先胜 图/刘也

以案说法

夫妻本是同林鸟，相互扶持到白头
妻子产后患病精神异常，丈夫起诉离婚被驳回

拆网禁排 水清鱼鲜

衡东生态鱼畅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