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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原

黑帮大佬
出入乘坐百万豪车，生活挥金如土，在澳

门、新加坡赌场一掷千金，动辄喊打喊杀，视他
人生命如草芥……这些往常只能在国外和香
港影视剧中才能看到的黑帮大佬形象， 在文
烈宏及其犯罪团伙身上上演了现实版。

经过近20年的邪恶生长，文烈宏涉黑犯
罪团伙已形成严密的组织结构、稳定的成员
队伍、约定的帮规戒约、雄厚的经济实力，成
为一个危害巨大的典型涉黑组织。

从组织上看，该组织人数众多，组织者
明确，骨干成员固定，呈金字塔结构。文烈宏
处于核心地位，对其他组织成员及组织获取
的经济利益具有绝对支配权。舒某、佘某、龚
某等人为骨干成员。 易某、刘某等人为一般
成员。此外，文烈宏还在外围雇请长沙“地下
出警队”、常德等地的地下团队，替自己实施
相关犯罪活动。

在组织内部，只有舒某、佘某、龚某等少
数几名骨干成员，可称文烈宏为“三哥”，其
他成员只能称其为“老板”“文三爷”，以体现
尊卑有别。 严惩叛徒、论功行赏、单线联系、
食宿全包……通过一系列帮规戒约，文烈宏
涉黑犯罪团伙逐步坐大成势。

从经济上看， 该组织通过放高利贷、赌
博诈赌、非法拘禁、强迫交易、串通投标等犯
罪活动疯狂敛财，并将非法所得用于违法犯
罪活动或维系组织的生存、发展。

从手段上看，该组织成员在作案过程
中心狠手辣，导致多人死伤。 通过非法拘
禁、寻衅滋事、暴力打杀在社会上形成威
慑。 同时，文烈宏还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国
家工作人员，寻求“保护伞”，巩固和扩张
其社会影响力。

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文烈宏指示
手下对某企业老板先后三次实施砍杀，要求
务必断掉其手和脚；

2009年6月，文烈宏马仔舒某将某企业
老板非法拘禁并进行侮辱， 逼取高利贷赌
债，后来该老板服农药自杀；

2011年9月， 文烈宏与他人密谋串通，

以每亩108万元的底价， 将长沙望城区丁字
镇500多亩土地使用权拍走， 给国家造成4
亿多元的经济损失；

……
依靠手底下的这支打手队伍， 文烈宏以

血路开财路，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生意”做得
是顺风顺水、资本也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朋友”的悲哀
2015年2月2日晚7时许，长沙某国际酒

店。 豪华的酒店大堂挂起了红红的灯笼，迎
接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一位在长沙从事房产行业的老板在与
朋友吃完饭后，下电梯走出酒店大堂。 此时
的他并没有发现，一名男子正拿着砍刀悄悄
向他走来。 几分钟后，一阵嘈杂的砍杀声打
破了现场的宁静，地上的斑斑血迹让原本喜
庆的年味荡然无存。

这位张老板不会想到， 指使人砍杀他
的，正是自己多年的“好哥们”、“好朋友”文
烈宏。既然是朋友，为何还要下此毒手？事情
还得从3个月前说起。

早在本世纪初，文烈宏与张某就彼此称
兄道弟了。张某旗下有多个产业，家底殷实，
但也有赌博的恶习。文烈宏抓住了张某的这
一弱点，两人迅速从朋友变成了牌友，又从
牌友变成了项目合作伙伴。

从2010年到2015年短短几年间， 无论
是赌博也好、房产开发也罢，张某先后在文
烈宏手里累计借取了近11亿元高利贷，连本
带息也还掉了19亿多元。但按照文烈宏的计
算方式，张某仍欠他本金4亿多元。

逾期高额罚息、 只准还息不准还本、强
抵房产……有了这个“提款机”，文烈宏犹如
蚂蟥一般， 死死叮住张某不停地“吸血”。
2014年5月，被逼无奈的张某只能向有关方
面写信控告了文烈宏的违法犯罪行为。

尽管后来文烈宏经过多方运作，最终与
张某达成了和解， 并签订了新的债务协议，
但他哪能咽下这口恶气。“得罪我的人，不会
有好结果。 ”文烈宏开始盘算着给张某点颜
色看看。

“兄弟，没事的话过来陪我洗脚。有个事
要和你商量商量。 ”一天晚上，正在长沙某酒

店洗脚的文烈宏，一个电话叫来了他的马仔
佘某。

“姓张的既不还我的钱，还撮我，前段时
间还写信举报我们是黑社会， 真是蛮阴蛮
坏！ ”两人见面后，文烈宏开门见山，要求佘
某“找个靠得住的人，把张某的手脚砍断，只
要不搞出人命来就行了。 ”

为了让佘某没有后顾之忧，文烈宏当场
表示拿出100万的运作费用，同时表示事成
之后将自己项目上的土方工程全部交由佘
某负责。

看到大有“钱途”的佘某高兴不已，满口
答应了下来。

“三哥，事情办好了。 ”2014年年底的一
天，佘某打电话给文烈宏“报喜”。 生性多疑
的文烈宏第二天便偷偷地查看了张某的身
体状况。

“你怎么搞的，姓张的人没事，还在走
路，你搞得好就搞，搞不好就把钱退回来！ ”
看到张某安然无恙，文烈宏气急败坏地将佘
某一顿痛骂。

无奈之下，一个月后，佘某再次指使手
下跟踪张某，并将其砍伤。这次砍杀，还是没
有让文烈宏满意， 因为张某只是见了血，手
和脚还是好好的。

文烈宏要报复一个人， 会不惜一切代
价。

于是，在他的第三次要求下，便出现了
文中开头的那一幕。 在这次砍杀过程中，凶
手被现场群众成功制服。 不久，佘某也被公
安机关抓获。

令人惊叹的是，就在张某被砍伤住院期
间， 文烈宏还以朋友的身份前往医院探望。
很显然，探望的目的并不是关心朋友的伤势
恢复了没有，而是检查自己的马仔砍到位了
没。 从医院出来后，心狠手辣的文烈宏甚至
还想着“补刀”，叫人去医院再砍一次，嚣张
气焰可见一斑。

而为了这次砍人事件，文烈宏也算是下
了重本。 前前后后光是现金就给了佘某780
万元。 并不是文烈宏有多么慷慨、多么讲江
湖义气，狡猾的他想得更多的是，通过这些
钱来封住佘某的口，让他千万别把自己给抖
出来。

正义不会缺席
———文烈宏涉黑犯罪团伙覆灭记（二）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邓晶琎）14
日至16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
株洲市炎陵县、茶陵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14日，陈向群一行不发通知、不打招呼、
不要陪同，直奔茶陵县厂江村、寒江村、龙下
村和炎陵县上老村。 每到一地，陈向群都与
贫困群众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生产情
况。

15日，陈向群调研了炎陵县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区、 中村瑶族自治乡心田村、水
口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和茶陵县虎
形村、管塘村、水源村，详细了解当地产业扶
贫、后续帮扶、脱贫进展等情况，看望慰问贫
困户。

陈向群指出，炎陵县和茶陵县作为罗霄
山片区贫困县和革命老区县，实现如期脱
贫摘帽对于全省脱贫攻坚具有示范意义。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脱贫攻坚
与新农村建设、 农村环境整治结合起来，
开启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农村的新征程。
他强调，要立足良好工作基础，从薄弱环
节下功夫、补短板，做实基础工作、整治村
容村貌、精准执行政策，注重非贫困村与
贫困村均衡发展，切实提升“三率一度”。
要以积极平和、实事求是的心态对待国家
验收，以此作为检验脱贫攻坚和干部作风
的机遇，抓紧做好收尾工作，认真谋划后
期工作， 努力在脱贫攻坚中展现新气象、
新作为。

�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苏莉）今天
上午，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在
长沙会见台湾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一行。

蔡振红介绍， 湖南近年来发展势头很好，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GDP排
名进入全国前十位。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走在
全国前列，正在致力打造的“马栏山视频文
创产业园”等项目，将进一步带动整个湖南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湘台经贸文
化交流不断深入， 尤其是两地媒体间的交

流活动频繁。希望今后在此基础上，在文化
创意产业等方面寻求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深化经贸交流，增进文化认同。

蔡衍明说， 湖南是旺旺集团做大做强
的地方，自己对湖南具有深厚感情，也亲眼
见证了湖南的飞速发展。 希望通过旺旺集
团旗下各媒体的宣传推广， 通过与湖南文
化创意产业的深度合作， 更好地向台湾同
胞宣传湖南， 推介湖南， 深化两地交流交
往。

陈向群在炎陵县茶陵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要求

确保如期脱贫摘帽

蔡振红会见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王晗）今
天，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赴长沙
高铁会展新城专题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
署要求，进一步提升理念、提升效率、提升品
质，高起点高水准推进高铁会展新城建设。

近年来，长沙高铁会展新城共铺排重
点项目158个，完成投资256亿元，推动了
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重点项目建设。 胡

衡华来到京港澳高速东辅道、地下综合管
廊总控制中心等项目建设工地现场调研，
并就国际会议中心项目选址规划工作进
行调度。“长沙需要一个高品质、有特色的
高铁会展新城。 ”胡衡华在调研中反复强
调，新城的规划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升
规划理念， 始终突出会展的鲜明特色，始
终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建设好“五大系

统”，探索高铁会展新城发展的新路子。
胡衡华强调， 要进一步提升建设标准，

彰显高铁会展新城发展的新品质。围绕建设
国际中高端会议承办地、现代服务业聚集新
区的产业定位，持续优化片区的城市功能和
管理水准。 要进一步提升推进合力，展示高
铁会展新城发展的新作为。要切实把规划建
设、征地拆迁、项目推进、功能完善、产业培
育等责任担起来，抓紧制定出台具体工作计
划和长沙会展业发展规划， 在管理权限下
放、开发模式、建设方式、投融资体制等方面
大胆改革创新，通过3年时间，建成以会议、
展览为特色的现代化新城。

胡衡华调研长沙高铁会展新城时强调

高起点高水准推进新城建设

�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孟姣燕）
2017湖南冬季乡村旅游节将于本月22日在
宁远县下灌村开幕。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
新闻发布会透露了相关情况。

据了解，本届冬季乡村旅游节有五大主
题活动，包括“相约永州·祈福九嶷”2017湖
南冬季乡村旅游节开幕式、“永州之野·九嶷
部落”多彩冬季系列活动、乡村旅游踩线活
动等。

旅游节期间，游客在宁远县下灌景区可
以观赏到颇有乡土风情的舜皇花海， 蝴蝶
画、木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演示，还可
以去独具宁远特色的绿色产品展销会品尝
永州风味小吃，欣赏极具瑶族风情的优秀民

俗节目。
近年来，永州旅游呈现跨越发展的良好

态势，旅游产业规模快速扩张，旅游配套设
施日趋完善， 现有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
个4A景区；等级旅游区22个，旅行社18家，星
级旅游饭店22家。 连年举办阳明山“和”文化
旅游节等大型活动。

据介绍，宁远人文荟萃，下灌村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村，即将在此举办的冬季乡村旅
游节将会有精彩呈现。 目前，整个筹备工作
已就绪。

本届冬季乡村旅游节以“相约永州，祈
福九嶷”为主题，由湖南省旅发委、永州市人
民政府主办。

�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白培生）11
月16日，副省长何报翔到郴州市调度2017湖
南经济合作洽谈暨第八届湘商大会、第五届
中国湘南国际承接产业转移投资贸易洽谈
会筹备工作。 何报翔指出，要有序、高效、安
全、节俭办好节会。

2017湖南经济合作洽谈暨第八届湘商
大会、第五届中国湘南国际承接产业转移投
资贸易洽谈会将于11月21日至24日在郴州
举行。 何报翔检查了开幕式场馆、国际会展
中心及嘉宾接待酒店， 详细了解筹备情况，
并在郴州主持召开调度会， 听取了省工商
联、省商务厅、省贸促会、郴州市等方面的情
况汇报，对前期筹备工作给予肯定。

何报翔指出，这次会议有规模大、层次

高、活动多、内容实、氛围好等特点，总体要
求是要做到有序、高效、安全、节俭。 要坚持
“谁牵头承办谁负责”， 有序执行落实好方
案，省直各部门要多指导、多监督，共同把这
次大会办好。 各市州特别是郴州市，要利用
好在家门口承办大会的机遇，加强与各地客
商对接，确保取得实效。 安全方面，郴州市
委、市政府要在原有基础上，细致考虑，进一
步加强交通、消防、食品等方面的安全。 同时
要注意节俭办会， 既要营造好热烈氛围，又
不能铺张浪费。

何报翔强调，会议日益临近，各项工作要
按照预案执行，一是方案要落地，二是责任要落
实，三是工作要落细，确保把这次大会办好办
实。

�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11月15日下午至16日上午， 副省长何报翔深
入衡阳市部分厂矿企业， 就该市贯彻落实省
政府稳增长重大政策措施有关工作情况进行
督查。 他强调，要牢牢把握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的要求，紧紧咬住完成全年各项
目标任务，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何报翔先后来到华菱衡钢、衡山科学城、
衡阳市工业博物馆、 衡盈电子动力电池和白
沙绿岛军民融合产业园调研， 详细询问企业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重点工作实施情况。 他建议企业加大技改力
度，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何报翔强调， 要不折不扣抓好省委、省

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及时出台或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做到精准发
力、定向施策、落地见效，圆满完成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要做大做强实体
经济，培育服务业龙头企业，增加就业岗位、
提高群众收入。要着力抓项目、扩投资，尽快
催生和布局实施一批支撑力大、 带动力强、
发展潜力好的重大项目、重点园区和重点产
业，同时抓好储备项目建设，增加有效投资。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深化“放管服”改革，大
幅缩减行政审批环节。

�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杨韬）“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今天上午，武
警湖南省总队组织第二期师团职领导干部
理论轮训班学员赴省党史陈列馆开展重温

入党誓词活动。 总队司令员李明辉参加活
动。

在省党史陈列馆大厅，百余名师团职领导
干部整齐列队，举起右拳，向着鲜红的党旗重
温入党誓词，深切表达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

坚定决心。 随后，理论轮训班的学员们集体参
观了湖南党史陈列馆展厅。 通过这部“走着读”
的湖南地方党史，让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在湖南
波澜壮阔而又绚丽多彩的光辉历史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

据悉，此次活动是该总队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 他们围绕“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
大精神上来”这一主题，集中5天时间，组织
师团职领导干部进行了集中理论轮训。

何报翔在郴州调度湘商大会筹备工作时强调

有序高效安全节俭办好节会
何报翔在衡阳督查稳增长工作时强调

不折不扣抓落实 千方百计稳增长

武警湖南省总队百余名
师团职领导干部重温入党誓词

相约永州，祈福九嶷
2017湖南冬季乡村旅游节22日宁远开幕

�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陈薇 通
讯员 陈华倩 黄玉芳） 今天上午， 由湖南
麓沩轩书画院、 湖南省直书画家协会联合
举办的“牢记使命、 再铸辉煌” 主题书画
展在湖南图书馆开展。 省领导和老同志刘
夫生、 欧阳斌、 文选德、 沈瑞庭 、 罗海
藩、张树海、赵吉祥、黄祖示等出席。

此次展览共展出来自全国各地近200
名书画爱好者的书画作品200余幅。 这些
作品以“牢记使命、再铸辉煌”为主题，题材
广泛，风格多样，既有许多以经典古诗文为

素材创作的作品，也有不少取材现实、反映
当今时代特点的原创佳作。 参展艺术家们
以书言志、以画寄情，弘扬新时代主旋律，
抒发了爱党、爱国情怀。 展览期间，现场准
备有纸砚笔墨， 书画爱好者们可即兴写字
作画。

“中国书画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瑰宝，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
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 ”湖南麓沩轩书画院
理事长杨伟军说。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
11月20日结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牢记使命、再铸辉煌”书画展举办

李明辉参加

朱永华

近日，由湘菜大师王墨泉领衔制作的双
峰菜“标准宴”在双峰登场，令各方食客大开
眼界、纷纷点赞。

标准被称为国际贸易的“通行证”。 某种
意义来说，标准化也是地方特色产品走向大
市场的入场券。 在现代市场营销体系中，地
方特色产品与大市场之间需要打通连接的
通道，而“标准”就是其中最有效的手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部署 ，如何
发力？ 怎样破题？ 这是一个关键。 双峰的这
场“标准宴”的积极意义在于提示人们：用现
代化的思维、现代化的营销手段介入 ，不失
为做大做强农村传统产业的良策，也是新时
代振兴农村绕不过的一环。

拿这场“标准宴”来说，作为土生土长的
双峰人，笔者十分熟悉、喜爱本地菜肴，但是
要准确描述，向外地人推介双峰菜 ，却是心
里没底。 这次湘菜大师们挟“标准”下乡，对
双峰菜进行量化界定 ：“标准宴 ” 由12道热
菜 、4道凉菜构成 ， 包括闻名遐迩的双峰合

菜、永丰辣酱等，一道“全家福”采用板栗、党
参、湘莲、土鸡等9种食材,双峰菜的概念由此
清晰可表、跃然纸上。

无独有偶。 省质监局近日发布了《湘菜
系列地方标准》， 共出台49道经典湘菜标准
和衡东土菜、南岳素斋菜等30道地方湘菜标
准，对这些菜品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特征、要求 、服务规范 、检验规则
以及标识、容器与运送等八个方面均进行了
归纳和框定。 据了解，“标准化”开始进入我
省各个产品服务领域。 可以说，这种现代商
业思维已经被业界接受并成为一种趋势。

放眼看来 ，农产品 、农村商业已经进入
新的模式，“挑担萝卜赶大集，两个包子走亲
戚”日渐成为记忆中的光景。 电子商务、品牌
营销、专业合作 、职业农民等新生事物已在
广大乡村渐次进入、落地生根。 山还是那座
山，东西还是那些东西 ，但是现代化的生产
组织和营销方式让农村市场出现了很多新
景象。

三湘四水，地广物丰。 致力三农，前景无
限。 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走，前面是一条康庄
大道!

三湘时评

“标准”下乡带来的积极意义

�荨荨（紧接1版①）要不断优化环境，帮助企业
化解难题。

“油茶产业是绿色产业、富民产业、优势产
业，要培育好、支持好。”李微微指出，要完善企业

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 加快把油茶产业打造
成为产业扶贫的重要力量， 助推贫困山区群众
稳定脱贫、持续增收。要打造龙头企业，全面提升
龙头企业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市场开拓能力；创

优生产方式，积极推广“企业+基地+合作社+农
户”等模式，有效推进油茶产业标准化、集约化、
规范化、优质化发展。同时要加强政策扶持，扩大
金融资本投入，为油茶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荨荨（紧接1版②）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我
们还将面临更严峻挑战，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的目标将难以达成。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建设
八个方面任务，亟待湖南各级党组织作答。

比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求我
们时刻绷紧政治这根弦，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永葆
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比如，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提醒全省共产党员坚
定理想信念宗旨这个根基， 念好共产党人的
“心经”。比如，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告诫我们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能松，半步不能退”，
必须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比如，

全面增强执政本领， 警醒我们广揽天下英才、
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把湖南各级党组织锻造
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建设千秋伟业，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如
何永葆青春？怎样破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
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答案还是“自我革命”。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
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蓬勃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我们党的建设目标。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把自身
建设好、建设强 ，我们就一定能够传承好湖
南共产党人的光荣与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新的湖南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