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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原

“高墙”出逃
要说现实比剧本还精彩，真是不假。

“我一个做正当生意的商人，又没犯过
法，抓我干什么？ 你们肯定抓错人了。 ”起
初，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的文烈宏连连喊
冤，企图蒙混过关。

看到办案人员无动于衷，文烈宏随
即揭下了虚伪的面具， 并撂下狠话：

“不出3天， 你们就会客客气气地把我
请出去。 ”

3天过去了，文烈宏没有等来“捞人”
的好消息。 但此时的他，对自己能渡过这
一“劫”仍充满信心。 原来，就在被抓之前，
他的一位“狗头军师”支了个招，“听说公安
机关的办案期限只有7天， 最长也只能延
长至37天， 只要在看守所扛过这个期限，
公安机关就只能放人。 ”

既然是“狗头军师”，出的主意自然是
馊主意。

3天、7天、37天……随着羁押时间一
次次超过自己的预期，文烈宏开始心虚、害
怕，他意识到，自己这次要全身而退的可能
性已经很小了。

此时蹲在看守所的文烈宏不会知道，
自己没有等来“救人”的喜讯，倒是身边黑
白两道的“好兄弟”已陆续被公安、纪检等
部门抓捕。

善于察言观色、精于算计的文烈宏开
始从硬对抗、等人救，转向用金钱开路，争
取越狱逃跑。 于是，文烈宏马上想到了这
一自己多年来屡试不爽的招数。

“警官，中午带个肉包子给我吃好吗？
今后我出去了， 一个包子给你10万块。 ”

“老哥， 求你借手机给我打个电话，200万
的感谢费绝对一分不差。 ”看守所里，文烈
宏用这些伎俩一次次地试探着看守人员，
试图从中找到突破口。 与此同时，对于每
个看守人员在看守期间的态度和表现，以
及看守人员之间在交流中偶尔透露出的家
庭生活琐事，文烈宏都一一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

文烈宏的拙劣表演，一度成为看守人
员和专案组民警的笑柄。 但协警刘某在看
守时表露出的一丝不正常的神色，让文烈
宏欣喜不已。

刘某有个独生女儿在长沙工作。 为了
帮助妻子治疗癌症，刘某几乎花光了家中
的积蓄，日子过得很紧张。

刘某不经意间释放出的这一信息，让
文烈宏开始琢磨起自己的计划：“策反”刘
某，帮自己逃出去。

“刘哥，你只要把手铐钥匙给我，在我
逃跑时假装睡觉就行了。 逃出去之后，我
第一时间就给你打2000万过来，让你女儿
在长沙也过上好日子。 ”抓住与刘某独处
的机会，文烈宏用巨额的回报一步一步引
诱刘某。

家遇变故而不堪重负的刘某，在文烈
宏“糖衣炮弹”的猛攻之下，最终失守了。

外面一共有几道门、 防护网牢固不
牢固、 看守监控区设在哪……在刘某的
帮助下， 文烈宏对看守所的内部情况逐
步掌握。

2017年7月24日凌晨， 正值刘某与另

一看守人员值班，6时许， 看到该看守人员
已经熟睡，文烈宏在刘某的配合下，偷偷潜
入5号房间， 用脚蹬开房间内的隔离防护
网，掰开口子从中钻出去，并迅速通过看守
监控区，逃出了看守所。

接到文烈宏脱逃的消息后，专案组
极为震惊 ， 立即将情况向常德市公安
局、省公安厅报告 ，省公安厅第一时间
上报公安部。 抓捕文烈宏指挥部迅即
成立，一张遍布全省 、全国的抓捕网迅
速展开。

经多警种联动、 合成作战，7月26日
清晨， 抓捕组民警在冷水江中心医院附
近的一间出租房内， 将正在睡觉的文烈
宏一举抓获。

短短50个小时内，自感得意的文烈宏
再次归案到了专案组的手中。

这一次，一贯嚣张跋扈的文烈宏，内心
的防线已完全崩塌。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
算是彻底走到头了。

天网恢恢
时间回到2017年2月28日， 这是文烈

宏第一次被警方抓获的日期。
无论是文烈宏望城的老家、 情妇居住

的小区， 还是其公司办公楼、 聚众赌博点
……此前的几天， 公安机关在文烈宏过去
经常出没的地方，都一一布下天罗地网，只
待文烈宏的现身。

28日早上8时许， 从情妇家出来的文
烈宏，警惕地四处张望，没有发现异常后，
驾车朝公司方向开去。

来到公司楼下， 打开车门正准备下车
的文烈宏， 被在此守候多时的抓捕人员一

把抓住。作恶多端的他来不及做过多反抗，
便乖乖束手就擒。

成功抓捕文烈宏后， 公安机关迅速收
网。当天，文烈宏的马仔舒某、佘某、龚某等
人被一网打尽。

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随着
侦查的进一步深入，案件进展不断提速，案
件性质也越来越严重———

4月8日，文烈宏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
批准逮捕；

6月21日，对文烈宏、佘某、舒某、龚某
等人涉嫌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立案侦查……

与此同时，长沙、常德等地公安机关
分别出击， 将与文烈宏涉黑犯罪团伙勾
联密切的长沙“地下出警队”、常德地下
团伙一网打尽。

至此， 文烈宏涉黑犯罪团伙遭到了毁
灭性的打击。得知消息后，广大群众拍手称
快，那些曾因赌博、借高利贷而被文烈宏搞
得企业倒闭、倾家荡产的老板们，内心也是
五味杂陈。

在政法机关的穷追猛打下， 一系列
案情已陆续浮出水面。 初步统计，文烈宏
涉黑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以
上， 其中在境外已经追缴的赃款就达
4000多万元现金； 团伙涉案人员和因文
烈宏案延伸拓展被公安机关抓捕的其他
相关人员已达300多人。

此刻 ， 身陷囹圄的文烈宏及其同
伙，正交代着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 我
们相信，随着案件的进一步深挖 ，文烈
宏涉黑犯罪团伙，必将受到法律的公正
审判。

正义不会缺席
———文烈宏涉黑犯罪团伙覆灭记（三）

欧阳金雨

近日，有两则新闻对比起来看，颇有一番回
味。 一是曾位列行业第三、一度被用户评为“最轻
便好骑” 的共享单车———小蓝单车陷入崩盘危
机； 二是我国家电企业海信最近以129亿日元收
购东芝电视，振奋人心。

两者都曾被视为扬帆“一带一路”的亮点企
业，如今却一方辉煌，一方沉沦。原因是什么？我
们不妨从创新的视角来分析。

先说“小蓝”。 因注重用户体验，小蓝单车在
业内口碑甚好。 但冷静想来，其“走麦城”的结局
恐怕又早已注定。 因为对于共享单车，人们的核
心需求无非就是“到达”，用户往往会选择那些好
找的单车，而不会为了好骑而特地去找一辆“舒
适”的车。 一辆小蓝单车的成本高达2000元，维持
现有规模已属不易，企业显然拿不出更多的力气
用于扩大规模。

更加令人跌破眼镜的是， 小蓝单车后期还想
在车把上增加一块7.5寸的显示屏。 据介绍，这块屏

幕将带有导航、广告等功能。 边骑车边看导航对用
户来说意味着风险， 小蓝单车此举不仅削弱了单
车本身的工具属性，而且增加了单车的商业属性。
这显然更不是用户所需要的。

再来看海信的创新之路。对于彩电产品，当
下人们的核心需求已是极致的视听效果， 市场
竞争大屏制胜、高端为王的阶段已经到来。海信
深谙这一点， 不仅推出了画质和音质水平有极
大提升的ULED液晶电视， 而且率先开发了引
领未来的激光电视产品。 这些找准客户需求点
的创新，为海信国际化布局赢得了先机。

马云曾说，创新对于竞争力再造是一个好事
情，但是盲目的创新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
流行的商业模式中，80%的创新失败了，80%的企
业在三年之内垮掉了。 可见，创新必须有的放矢，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这个“的”，就是用户需求。

当下，我省创新创业热潮正盛。对于许多正
努力创业或准备投身“双创”的有志者而言，以
用户需求为主导的创新， 才更可能有光明灿烂
的前景。

� �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皮艳玲）今天，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员会举行八届
一次常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
省政协副主席、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主委张大方
出席会议。

会议邀请中共十九大代表、 省台联办公室
副主任管勇宣讲中共十九大会议精神。 管勇从
中共十九大的主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等八个方面对中共十九大报告精神

进行了宣讲， 重点对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统
一战线的系列重要论述进行了宣讲。

张大方说，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学
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重中之重是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 并作为统揽各项工作的总纲，
增进高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
认同，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
专题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
张大方出席

三湘时评

满足用户需求的创新才有意义

�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孙敏坚）11月
15日至16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
峰深入怀化贫困县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并督导
脱贫攻坚工作。

走进芷江侗族自治县七里桥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区，王少峰详细了解安置区的规模、配套设
施建设、就业保障等情况，并慰问贫困户。 他强
调，要加强安置区党组织建设，创新组织设置，拓
展组织活动，更好地带动和服务群众，使安置群
众真正安居乐业。

麻阳楠木桥村九村联创扶贫产业园、 洪江
市茶溪村黔阳冰糖橙基地的成效喜人， 王少峰
十分高兴，要求把支部建在产业上，以党建引领
推动扶贫，加强扶贫产业品牌建设，并勉励大学
生村官扎根基层干事创业。

在听取怀化市、 洪江市关于学习宣传贯
彻十九大精神和脱贫攻坚情况汇报后， 王少
峰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要深刻认识十九大
在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的划时代、 里程碑意
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把智
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
上来。 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做到“十个深刻领会”，落实“六个聚焦”要求，
确保学深悟透、 融会贯通， 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政治能力、政治觉悟，切实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要以十
九大精神为指导，压紧压实责任，坚持大扶贫
格局，落实精准要求，把握脱贫标准，在创新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上下功夫， 坚决兑现庄严
承诺，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王少峰在怀化宣讲督导时强调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大力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陶芳芳 周丽莹）
2017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今天在长沙举
行， 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位中外嘉宾
共聚一堂，共话国际合作。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
锦珍，柬埔寨商业部国务秘书欧克·帕奇，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
副省长何报翔等出席并讲话。

本届跨投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 中国贸促
会湖南省分会、长沙市政府等承办，以“开启‘一
带一路’跨国投资与服务新时代”为主题，共设
“跨国投资趋势”“国际产能合作”“农业对外合
作”等6个会议。

王锦珍在致辞中表示,最近10年，中国对外
投资年均增长27.2%，仅2016年，中国企业对全

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累计实
现投资1701亿美元，同比上年增长44.1%。 跨投
会举办10年来，见证了中国由贸易大国、引资
大国到对外投资大国的巨大转变。

何报翔表示，近年来，湖南积极抢抓“一带
一路”建设等重大机遇，全力推进对内改革和对
外开放，在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基础建设等领
域培育了一大批“走出去”的优质企业。 本次跨
投会为有意来中国投资的朋友搭建了重要平
台，也为中国企业、尤其是湖南企业“走出去”架
设了合作的桥梁。

开幕式后，中国贸促会还发布了《2017年度中
国投资环境调查报告》。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参
与了以中国农业对外合作等为内容的专题对话。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
在长召开
助力湘企加快“走出去”

�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金慧 金岚）今
天下午， 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由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长沙市
政府共同主办的2017年APEC中小企业
工商论坛暨第十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交
易会，将于12月1日至3日在长沙举办。

活动以“协作创新·共享共赢” 为主

题，旨在充分发挥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在
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灵动性、创新性和多样
性作用， 通过出口创汇力促转型升级，形
成新的凝聚效应和助推力，帮助企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

本次活动的重头戏“2017年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将邀请APEC成员

经济体有关政府官员、创新型成长型中
小企业代表与专家学者，围绕互联网及
数字经济发展下的创业创新、中小企业
绿色供应链发展、“互联网+” 金融融资
服务计划与成功案例等热点话题，畅谈
交流，形成建设性倡议，最终向APEC中
小企业部长会议转达工商界的建议与
期望。

此外，第十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交易
会也是活动亮点之一，肯尼亚、巴基斯坦、
阿富汗、蒙古、尼日利亚等共30余个国家
和地区的政府和企业代表将参展参会。

协作创新 共享共赢

长沙将办APEC中小企业工商论坛

� � � �文烈宏在其老家———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民福村的豪华别墅。 通讯员 摄

� � � � 11月17日，长沙市雨花区同升街道金井社区党建中心，社区女子龙灯队的
7名队员在为居民表演快板节目《献礼十九大》。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该社区认
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大会精神。 傅聪 摄

快板宣传
十九大精神

钟云

连日来， 文烈宏涉黑犯罪团伙案经媒
体披露后，迅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广大群
众无不拍手称快、为之叫好。这是法治的胜
利、正义的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 赌博诈骗、 非法拘
禁、故意伤害、放贷洗钱……文烈宏及其犯
罪团伙可谓无恶不作、罪行累累。湖南政法
机关依法打掉文烈宏涉黑犯罪团伙， 有力
传递了正义的声音， 充分彰显了法治的力
量，体现了党和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意志和决心。 正应了那
句话———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涉黑犯罪是社会公认的毒瘤， 不是现
在才有，不是偶然产生，也不是一地一域特
有。与普通犯罪相比，涉黑犯罪隐蔽性、组
织性更强，犯罪手段更加多样，发现和铲除
的难度也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持续高压
打击黑恶势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
决起来也非一时之功。

这些年，湖南大力推进平安湖南建设，
广大政法干警用汗水和热血， 换来了社会
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文烈宏涉黑犯罪
团伙逐步坐大成势， 反映出社会治理当中
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也有少数 “害群之
马”牵涉其中，但这绝不是主流，更不是普
遍现象。对文烈宏案的依法查处，恰恰说明
我们党打黑除恶有信心、有力量。

从已经惩处的众多涉黑犯罪团伙案
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黑恶势力为了获取
更多非法利益， 必然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公
权力，极尽所能寻求“保护伞”。打黑除恶，
不仅要 “掀盖 ”，还要 “揭底 ”；不仅要 “断
血 ”，还要 “打伞 ”。对黑恶势力 ，不论涉及
谁、后台有多硬，必须一查到底、严惩不贷，
坚决斩断其利益链条， 坚决铲除其 “黑后
台”。任何人胆敢以身试法，等待他们的必
将是法律的制裁。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
量 。 进入新时代 ，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 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生活 ， 更包括民

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等方面 。
湖南的当政者们早已作出庄严承诺 ：顺
应三湘父老新期待 ，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 ，既要有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 ，也
要有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更要有和谐
安宁的社会生态 。 湖南依法打掉文烈宏
之类涉黑犯罪团伙 ，既不是第一次 ，也绝
不会是最后一次。

打黑除恶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是一
场人民战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幸福
安宁家园， 人人有责， 任何人都不能当看
客。只要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广
泛发动群众，构筑起打黑除恶的钢铁长城，
定能让一切黑恶势力像过街老鼠那样无处
遁形， 让所有藏污纳垢的阴暗角落暴露在
法治正义的阳光之下。

自古正邪不两立， 正义总是站在人民
一边。我们坚信，在打黑除恶这场人民战争
中，法治必胜，正义必胜，人民必胜，三湘百
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必将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让一切黑恶势力无处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