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王曦）11
月13日至15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
记黄关春深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就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
做好政法综治工作进行调研，并到古丈县
开展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

黄关春一行先后来到龙山县矛盾纠
纷应急调处中心和应急处置法庭、县公安
局、 吉首市智慧交通管理平台等单位，调
研矛盾纠纷调处、警务机制改革等政法综
治基层基础工作。 随后，他深入古丈县古
阳镇太平村、默戎镇龙鼻村，上门走访贫
困户，实地督查精准扶贫工作。 黄关春勉
励大家，要在党委、政府的扶持帮助下，通
过自身努力，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争取
早日脱贫致富。

黄关春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服务改革
发展大局、切实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切实推
进社会治理创新、 切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创造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
高效的服务环境。

黄关春强调，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引，切实强化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加大主
体责任落实力度、 重大政策落实力度、突
出问题解决力度、 常态化联点督查力度。
要进一步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兑现承诺，
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推动各项政
策全面落地见效。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
晚的湖南大剧院，一个个老百姓自编自导自
演的节目精彩上演。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欢庆十九大·颂歌
献给党”———“欢乐潇湘”全省群众文艺汇演
优秀节目展演，展示了今年“欢乐潇湘”群众
文艺汇演的成果。 省领导蔡振红、李友志、向
力力、欧阳斌、许凤元与社会各界群众一同观
看演出。

当晚展演的14个节目，是从全省“欢乐潇
湘”决赛中挑选出来的优秀节目，涵盖多种艺
术形式，充满浓郁的湖湘风味。既有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生动展示， 也有现代歌舞的活力释

放； 既有广大干部群众众志成城抗洪抢险的
情景再现， 也有党员干部带领老百姓脱贫致
富的精彩演绎。

“欢乐潇湘”群众文艺汇演活动已经成功
举办了5届， 是我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促进群众文艺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群
众当演员，草根当明星，是这个活动最显著的
特色。 今年“欢乐潇湘”活动自3月启动以来，
经过乡村社区海选、县市区初赛、市州复赛到
全省决赛，累计演出2537场，参演节目20547
个， 新创节目4211个，12982支群众文艺团
队、32.8万余名民间文艺爱好者竞相参演，吸
引828万余名群众热情观演。

黄关春在自治州调研时强调

切实做好政法综治和精准扶贫工作

群众当演员 草根当明星

“欢乐潇湘”群众文艺汇演
优秀节目在长展演
蔡振红等出席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徐德荣 成俊峰）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韩永文率队来到衡阳调研环保工作， 先后到
永清环保衡阳江东污水处理厂、 垃圾焚烧发
电厂实地调研，了解企业运营情况。 韩永文要
求，要运用先进的环保理念，采用新的环保处
理模式，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工作，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新贡

献。
韩永文对污水处理厂的“水务4.0”模式、

发电厂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给予肯定。
他指出，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分类处理设
施建设，是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改善民生、实现人民群
众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韩永文说，衡阳

市对环境保护非常重视， 永清环保产业链比
较长，发展潜力大、来势好。 他强调，党的十九
大描绘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
化强国的宏伟蓝图，阐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中国摆到更突出的战略位置。 省委、省人
大常委会、省政府把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建设生态强省作为重大战略， 这给环保产业
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他希望永清环保更多地履行社会责
任，在推进脱贫攻坚、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需要方面有所作为，并发挥人才、技术优
势， 加强对环保领域重大共性问题的研究
攻关。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上午，全省新闻界庆祝记者节暨优秀
新闻作品表彰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出席会议并讲
话。

蔡振红指出，今年以来，全省新闻
战线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以迎接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为主线，唱响了主
旋律，传播了正能量，提振了精气神，为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营造了
良好的舆论氛围。

蔡振红表示， 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努力做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宣传员，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努力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努力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采写更
多“沾泥土”“带露珠”“有温度”的精品力
作；着力讲好湖南故事，努力做新湖南建
设的传播者，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会上，表彰了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
湖南获奖作品、2016年度湖南新闻奖获奖
作品，6位新闻工作者代表作了发言。

蔡振红在全省新闻界庆祝记者节
暨优秀新闻作品表彰座谈会上强调

努力做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传员

�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曹娴）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环境推介
会今天在长沙举行，推介会上共签约项目
17个，投资总额134.5亿元，涵盖新能源汽
车整车生产及电池、充电桩、零部件、物流
配送等配套产业。 副省长何报翔出席会议
并致辞。

推介会是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
与发展峰会的主体活动， 由省商务厅、省
经信委联合举办，省商务厅投资促进局承
办。 今天的签约项目均为合同投资项目，
根据合同，北京弘卓资本在长沙经开区投
资50亿元，建设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隔
膜项目；中信戴卡在望城经开区投资15亿

元， 建设南方智能制造产业园二期项目；
金杯电工在长沙经开区建设新能源汽车
核心部件产业园；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在湘潭经开区建设2.2万吨正级材料生
产基地。

何报翔在会上邀请海内外相关行业
企业来湘投资。 他表示，湖南将进一步强
化政策支撑，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招大引
强出台有针对性、 有含金量的扶持政策；
强化技术支撑， 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技术，
增强核心零部件配套生产能力；优化发展
环境， 努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宽
松有序的市场环境、 配套完善的商务环
境。

新能源汽车产业推介会签约130余亿
涵盖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及相关配套产业 何报翔出席

韩永文在衡阳调研环保工作时要求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工作

�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刘勇）14日，
副省长、 澧水河长杨光荣率队在澧水第一次
巡河， 并在慈利县召开澧水第一次省级河长
会议。 他要求相关各地各部门，进一步提高认
识、加大力度，尽快建立完善全面推行河长制
的各项工作机制， 为推进河湖生态文明建设
打好基础。

杨光荣一行考察了澧县兰江桥一带的河
湖连通工程、常德市两水四岸治理工程、慈利
县苗市镇白龙煤矿矿涌废水治理工程、 慈利
工业园污水处理厂项目、 慈利蒋家坪河道采
砂场关停情况等。 澧水流域的常德、张家界市
县两级河长制负责人以及省直水利、农业、林
业、环保、住建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一同巡河并

参会。
杨光荣要求， 澧水流域各地各部门要

按一河一长、一河一档、一河一策、“一单四
制” 的要求， 对照全面推行河长制的任务
表，夯实工作基础，形成工作合力，坚持精
准施策， 突出勤管严查， 确保完成年度任
务；同时要启动“三年行动计划”，为澧水治
理绘出路线图。 他强调，当前要尽快建立完
善以巡河、管护、执法、督查、考核为主要内
容的河长制工作机制， 尤其要做好河道最
后一公里的管护工作， 尽早落实管护员聘
请和管护室租建。

�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周薇 李淑敏）为构建良性互动新型诉辩
关系，打造法律职业共同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与湖南省律师协会联合主办的2017年湖南省公
诉人与律师团体论辩赛于11月15日在国家检察

官学院湖南分院落下帷幕。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游劝荣出席活动并为获胜队颁奖。

大赛以分组对抗的形式进行。 省检察院、
省律师协会分别派出三组辩论队出赛,每组由
三名辩手组成,分发表意见、自由辩论、总结发

言三个阶段，采取控辩角色互换模式进行。 控
辩双方针对论辩赛案例,围绕事实分析、案件
定性、法律适用等方面展开激烈论辩,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 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高强
度比拼，九场比赛的实力对决，最终，检察代
表队获“2017年湖南省公诉人与律师团体论
辩赛获胜队”；律师代表队的廖思异、检察代
表队唐嘉获“最佳辩手奖”；律师代表队的肖
卓然、检察代表队刘镇获“最具风采奖”；律师
代表队的刘元、检察代表队王芳获“优秀辩手
奖”。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龙文泱）今天，
副省长向力力率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到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和湖南信息学院调研， 指导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促进高校创新发展。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有“千年学府，百年师
范”美誉，曾汇聚了徐特立、杨昌济等一批名
师，培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国家栋梁。 该

校坚守师范教育阵地， 开创了培养优秀小学
教师的“一师模式”；毕业生大多数扎根我省
偏远农村小学。 湖南信息学院创办20年来，秉
承“非盈利、公益性、教育报国”理念，累计投
入近20亿元加强软硬件建设， 成为我省民办
学校的佼佼者。 该校已培育了5万多名毕业
生，近年来学生就业率保持在97%以上。

向力力充分肯定了两所学校的办学成
绩。 他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师生们一定
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不忘
初心，打造一流学校，营造一流环境、强化一
流管理、创新一流教学、培养一流人才、实现
一流目标。 他强调，要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关键在于优
秀师资的培养。 师范类院校具有特殊使命，要
继承优良传统，以改革创新精神，培养一批真
正热爱教育事业的基层优秀教师。

向力力调研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时要求

不忘初心 打造一流学校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刘沁 ）今天，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会，邀请十九
大代表、省委宣讲团成员、湖南师范大学党
委书记李民宣讲十九大精神。省高院党组书
记、院长康为民主持宣讲会，并对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省法院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李民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主题，从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和
主要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过去五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的变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等
8个方面， 结合自身学习体会和湖南实际
进行了详细、深刻的解读。

康为民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一系
列重大论断、重要部署，在我们党的历史
上、新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历史上都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学习宣传贯彻好十九
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法院
的首要政治任务。

康为民要求，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决维护核心，绝对忠诚、听党指挥、
勇于担当， 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法院工
作，切实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省高院举行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会
康为民出席

2017年湖南省公诉人
与律师团体论辩赛举行

杨光荣率队在澧水第一次巡河时要求

尽快建立完善河长制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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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幕笼罩住星城长沙， 解放西路酒吧
一条街的霓虹开始闪烁， 青年男女们伴着激
烈的乐曲尽情舞动身姿， 释放一天生活和工
作的压力；不远处的橘子洲头，河风习习、杨
柳依依， 成群的市民在这里休闲地散步、聊
天，身旁的小朋友则相互追打嬉戏。

善良的人们不会想到， 就在这样一幅繁
荣安宁景象的背后， 一个以文烈宏为首的严
重危害社会治安的黑恶毒瘤正在肆意生长。
赌博诈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文烈宏及
其涉黑犯罪团伙可说是无恶不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更
加坚定了打黑除恶、依法治国、保护人民群众
根本利益的信念和决心。

“既要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也要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和谐安宁的社会生态。 ”这是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后， 新一届湖南省委向全
省人民发出的庄严承诺。

对危害群众的黑恶势力，决不手软、坚
决铲除！ 2017年2月28日，在公安机关打黑
除恶的雷霆出击下， 文烈宏涉黑犯罪团伙
被绳之以法。 这也告诉人们： 正义不会缺
席！ 无论黑恶势力有多大，其背后的“保护
伞”有多强，只要触犯了法律底线，都终将
落入法网。

横行乡里的恶霸
长沙望城区桥驿镇民福村。 一个占地近30

亩的大别墅，成为村里的标志性建筑。 园林式绿
化、高耸的围墙、大理石铺就的地面……这座豪
华气派的别墅， 在周边低矮民房的映衬下显得
格格不入。 它的主人，就是文烈宏。

文烈宏，1969年12月出生于长沙望城区
桥驿镇民福村。 因其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
人们便呼之为“文三伢子”，这也是他后来混
入黑道后得名“文三爷”的由来。

因是家中唯一的男丁， 又是父母中年得
子， 文烈宏自小受到娇宠。 只要有一丁点好
处，父母亲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宝贝儿子。
在这种溺爱的成长环境下， 文烈宏养成了骄
横、任性、霸道的性格。 只读到小学四年级的
他，便早早辍学开始混迹社会。

成年后的文烈宏做过泥匠、开过摩的，贩过
水产、包过工程，并时常周旋于三教九流之间。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些“历练”，文烈宏身上的恶

习也开始野蛮生长。
1997年， 通过包工程赚了点小钱的文烈宏

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这时的他开始发现，通过“出
老千”使诈、设套“杀猪”赢钱，比做工程来得快多
了。 此时的文烈宏或许并不知道，正是由于贪婪
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作祟， 自己开始一步步走上
了犯罪的道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 文烈宏在与同村村民
赌博时，因诈赌发生激烈争执，便纠集其姐夫
等人前来大打出手， 导致一村民的头部严重
受伤，送医院紧急抢救后才捡回一条命。 两年
后，该村民不堪头痛的折磨，最终服毒自杀身
亡。 这是后话了。

得知出事了， 文烈宏起初还有些忐忑不
安， 生怕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和死者家
属的报复。 几天过后，看到自己并没有遭到打
击和报复，甚至连医药费也没有赔偿一分钱，
文烈宏的内心开始膨胀起来。 他暗暗地告诉
自己，人只要恶一点、狠一点，就能打出自己
的“江湖地位”。 此后，壮了胆的文烈宏开始横
行乡里，称霸一方。 桥驿镇也因文烈宏常年开
设赌场、聚众赌博，变得乌烟瘴气，当地百姓
迫于其淫威，敢怒不敢言。

文烈宏的狠毒，不仅是对外人，就是至亲也
概莫能外。他的妻子因不堪忍受其常年家暴，曾
服毒自杀未遂；他与自己的老母亲发生口角，一
言不合，一拳将母亲的门牙打掉了3颗。

发迹后的文烈宏尽管自己住别墅、 开豪
车，但早已心寒的父母宁愿在家务农、拾荒度
日，也不愿搬进别墅与他共同生活。

赌场风云
夜已深。
本不繁华的民福村一片寂静。 村民们早已

熄灯就寝，准备第二天的劳作。倒是文烈宏的别
墅里灯火通明，几辆小轿车陆续开了进去。

“设备都调试好了吗？ 一会可别给我绊式
样（长沙话，意为搞砸了）啊！ ”坐在沙发上的
文烈宏向身旁的马仔龚某叮嘱道。

“三哥放心，针孔摄像机都已经安装调试
好了。 等下出牌的时候你用耳机听我的提示
就好了。 ”龚某拍着胸脯说道。

原来，这天晚上，文烈宏约了几个大老板
来玩“跑得快”（一种扑克打法）。 尽管都是老
朋友， 但贪心的文烈宏还是想通过诈赌狠狠
敲上一笔。

“老规矩，今天就打一万一张底牌。 ”落座
后，文烈宏向牌友介绍这场赌博的标准。 看到

大家没有异议，赌局便正式开始。
刚刚开打，只见文烈宏眉头紧锁。“三哥，摄

像机的线路好像有问题，我这边看不到图像。”耳
机那头，龚某怯生生地向文烈宏报告。

似乎是被这一突发状况影响到了赌博的
心情，这一晚，文烈宏输掉了200多万。看着几
位牌友乐滋滋地驾车而去， 文烈宏的脸色阴
沉得可怕。

“老子就是靠赌博起家的，居然还会阴沟
里翻船，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对着隔壁房间
里出来的龚某等人，文烈宏恶狠狠地说。

没过多久，一心想要扳本的文烈宏，再次
将牌友组织到了自家别墅。 这一次，在针孔摄
像机的帮助下，文烈宏大开杀戒，赢回了2000
多万。

几次下来，文烈宏赚得是盆满钵满。 看到
牌友们纷纷懊恼自己手气差时， 文烈宏那刺
猬一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心里却是想着：“哪是你们手气差， 脑子有问
题才是真的。 ”

赌博，是文烈宏最大的爱好，也是他走向
犯罪的开端。 除了组织他人聚众赌博，文烈宏
还自己开起了赌场。

由于资金雄厚， 文烈宏被称之为“现金
王”。 在他开设的赌场内，所有参赌人员均无
需携带现金，由其提供筹码，从中按5%抽头渔
利。 牌局结束，赢者直接拿筹码换取现金；输
者只需要给他打借条，5到7天内不计利息，逾
期高利计息。 而文烈宏自己， 除了叫手下开
房、倒水做点服务工作，每场下来光“抽水”钱
就有几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文烈宏干脆以其
外甥的名义专门成立了望城石湖施工工程有
限公司，从娄底、怀化等全省各地招揽一批马
仔专门收账。“我借出去的钱，你们要不择手
段、不计后果地全部收回来。 ”文烈宏经常向
手下的马仔训示。

到澳门赌场“看台底”（即除了在赌场台面
上的赌博金额外， 还在台底再约定另外的赌博
金额），通过“洗码”赚佣金，在香港洗钱，赴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赌场豪赌……从2008年起，
嗜赌成性的文烈宏将触角伸向了境外。

不过，自认为赌技一流的文烈宏，也有吃
大亏的时候。

2012年的一天， 一时兴起的文烈宏花了
500多万元，领着一众牌友和马仔包专机抵达
新加坡豪赌。 由于“手气”不佳，这趟新加坡之
旅，文烈宏自己输了一个多亿。

正义不会缺席
———文烈宏涉黑犯罪团伙覆灭记（一）

游劝荣出席并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