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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陈俊霖

5月24日， 记者走进益阳市赫
山区笔架山乡上新桥村养殖大户
蔡家富的养猪场， 景况与印象中
的传统养殖场截然不同： 养了
1200多头猪的场区内看不见污水、
闻不到恶臭， 四周绿树成荫， 池
塘波光粼粼。

“我投了120多万元做环保。”
见到记者惊讶的眼神， 蔡家富颇
为自得。 他说， 赫山区去年大力
整治畜禽养殖污染问题， 他的这
个没有污染处理设施的养殖场被
列入整治名单。 在政府相关配套
资金的支持下， 蔡家富积极配合,

引进了专业设备， 养殖场产生的
粪污经雨污分流、 干湿分离、 厌
氧降解、 生态净化等处理流程后，
变成村民和有机肥料厂争先抢购
的有机肥。

“不仅保护了环境， 还和睦
了邻里关系， 这个投入花得值。”
蔡家富说。

地处洞庭湖畔的赫山区既是生
态敏感区， 也是畜禽生产地。 如何
让养殖与污染不成为一对“冤家”，
是赫山区近两年努力破解的难题。
作为洞庭湖区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治
理工作整县推进试点县， 赫山区在
全面完成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退
养的同时， 针对不同养殖规模推广
不同的资源化利用方式， 大量的

“肥水” 被收集和利用， 在解决了
养殖环境污染的同时也造福了地方
百姓。 去年以来累计完成畜禽规模
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配套建设264
个， 配套率75%以上， 废弃物利用
率65%以上。

“适养区内散户的畜禽粪污，
则通过有机肥料厂或沼气池回收
再利用。” 赫山区畜牧水产局工作
人员熊跃德介绍， 坐落在泉交河
镇菱角岔村的益阳园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利用畜禽粪污、 秸秆、
谷壳等， 用动态连续发酵
处理工艺， 加工生产高效
生物有机肥料， 年处理养
殖废弃物4万吨， 年生产
有机肥1万吨。

而2016年10月引进的赫山区
诚铸畜禽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
投资1850万元， 建成了年处理能
力达6000吨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
理中心。 “我们建立了4个病死动
物收集点， 确保全区14个乡镇的
所有病死动物规范处理。” 公司收
集部门负责人龚晓华介绍， 自去
年12月正式生产以来， 公司已无
害化处理病死动物1.1万头 (只 )，
最终的产品肉骨粉用作生物有机
肥料， 动物油脂加工成工业用油。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唐
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我坚决按照
要求拆网上岸，不再从事网箱养鱼。 ”
5月25日， 在江永县源口水库从事网
箱养鱼的源口瑶族乡三源村村民李
汉林，请来亲朋好友，拆除了200多个
塑料桶和400多米围网， 并把数万尾
鱼苗全部放入水库。

江永县地处潇水上游流域，近
段时间，该县针对排查出来的农业
面源污染、标志设施不完善、水库
网箱养鱼等环境问题，建立了问题
清单，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了责
任单位、整改时限和整改要求。 水
务、环保、畜牧等部门联合行动，加
大对大坪坳、源口饮用水源一级保

护区和古宅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的巡查力度，组织人员对水源地周
边环境进行集中整治，清理水面垃
圾、漂浮物；制止垂钓爱好者钓鱼
行为，分步拆除保护区内居住村民
圈养家禽棚舍，设置标志标牌和隔
离设施，发放《饮用水源地农业面
源污染防控知识》宣传资料。 同时,

全面拆除饮用水源保护区所有网
箱及附属设施，切实改善库区水域
生态环境质量， 确保水面清洁、水
质优良。目前，境内潇水流域的3个
水库的网箱已经基本拆除，拆除网
箱后的垃圾被全部打捞上岸，确保
了全县27万多人饮用水源环境安
全。

� � � � 湖南日报5月 2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
悉，该厅印发了《2018年度建筑工
地扬尘防治攻坚战方案》（简称《方
案》）， 要求各市州从6月起至今年
底，对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工作作出
部署、抓好落实。

《方案》明确了三大任务目标，
一是城市建成区内的建筑工地扬
尘防治要达到“六个100%”（工地
周边围挡、 物料堆放覆盖、 土方
开挖湿法作业、 路面硬化、 出入
车辆清洗、 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二是长沙、 株洲、 湘潭3市所有在
建建筑施工项目要安装扬尘视频
监控平台， 建立网格化、 信息化
和数字化管理体系； 三是全省各
县（市、区）主要建筑施工工地要安
装监控监测设备， 所有工地必须
建立扬尘控制防治工作台账， 实
现施工工地重点环节和部位的精
细化管理。

《方案》指出，各级住建主管部
门要加大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工作
的监督执法力度。对未履行扬尘防
治责任的单位， 督促其立即整改，
对整改不力或无故拖延整改的单
位，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并认定上
报建筑市场违法违规不良行为记
录，在社会媒体予以公开曝光。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谢永远）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
检察院近日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寻衅滋事罪、非
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对李某明等
29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依法打击了
“套路贷”及使用“软暴力”、暴力催收
的犯罪行为。 该案系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
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来，常德市办理
的第一起“套路贷”案件。

经查明，2013年7月以来， 犯罪

嫌疑人李某明先后注册成立常德市
元亨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常德
市鑫亿武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常
德市金盛明海管理有限公司、 益阳
市鑫亿盛通信咨询有限公司， 并以
这4家公司为平台招募人员，对相关
人员进行放款话术、贷后催收方式、
逃避法律打击等方面培训，以提成、
入股分红及对被司法机关行政、刑
事处罚的人员按岗位进行“补贴”等
方式，形成了何某平、宋某军、杨某
虹等人为骨干分子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

该组织分工明确，“贷前” 部门
采取以虚增债务、制造虚假流水、肆
意认定违约、 安装GPS等方式进行
放贷， 借贷人在支付高额的逾期担
保金、中介服务费后，实际所贷得金
额大幅度缩水。 在借贷人无力偿还
或被认定为“逾期”后，该组织的“贷
后” 部门采取将借贷人强行带到公
司进行殴打、 恐吓等暴力方式或上
门滋扰、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方式
进行催收，现查明的被害人为14人，
涉嫌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
达30余起。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刘建强）5月22日，湘潭市雨
湖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涉黑涉恶团伙
案进行公开宣判，9名团伙成员一审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是该市自
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公开审理并宣判的第一起涉黑涉恶
案件。

去年4月27日凌晨，在湘潭市雨
湖区车站路基建营附近， 一名男子

被一伙人从某宾馆拖出后用刀捅伤
大腿，大量出血导致昏迷。 雨湖区公
安分局经半个月侦查， 成功打掉了
一个由贵州籍人员为主组成的介
绍、容留妇女卖淫的涉黑涉恶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36人， 其中团伙成
员12人、其他涉案人员24人。

公安机关查明，去年4月7日至27
日，该团伙成员利用网络搜索“附近
的人”对外发布卖淫信息，并护送卖

淫女到约定地点进行性交易，先后从
中获利8万余元。在此期间，该团伙成
员寻衅滋事， 先后造成一人轻伤、一
人重伤。今年1月23日，雨湖区检察院
指控该团伙9名成员分别犯组织卖淫
罪、协助组织卖淫罪、介绍卖淫罪和
寻衅滋事罪，依法向雨湖区法院提起
公诉。雨湖区法院经审理，对9名被告
人一审分别判处九个月至八年不等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 � � 湖 南 日 报 5 月 25 日 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佳蔚）
今晚， 湖南交响乐团“不屈的声
音”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
音乐会在湖南音乐厅上演。 这是
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首次
在湖南演出。 湖南交响乐团采用
超大乐队编制，在80分钟内，为观
众带来了一场气势恢宏的演出。

本次音乐会由著名旅美华
裔指挥家邹翔教授执棒、波兰小
提琴演奏家布兰卡·白德娜斯为
特邀小提琴首席。

音乐会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
上半场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是
挪威著名作曲家格里格为著名剧
作家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所
创作的配乐。 它通俗易懂，具有浓
郁的挪威民族风情。下半场演奏的
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是二
战时期列宁格勒被德军围攻时，苏
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战
场上创作的作品。它歌颂了苏联人
民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和必胜的
信念。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曹书为 王利红） 近日， 中
车株洲电机公司与德国Senvion公司
签订了61台3.8MW鼠笼异步风力发
电机批量订单。 该订单是国内兆瓦
级风力发电机首次批量出口海外高
端风电市场，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
义。

据介绍，Senvion公司主要市场
面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风机
运行可靠性的要求极高。此次风力发
电机的噪音控制技术远超国内行业
水平，并且需满足多种变体以适用于
广阔的装机区域，频率相同的变体主

体结构基本相同，但外部接口需根据
客户需求进行配置，这要求在发电机
的设计开发过程中具有平台化设计
理念，能研制出满足各种变体外部接
口的主体结构。

据了解，Senvion公司位于德国
汉堡，是全球综合排名前十的风电机
组制造商之一，该批量订单的签订为
中车株洲电机未来海外市场巩固和
开拓奠定了坚实基础。 后续，中车株
洲电机将与Senvion公司开展更深层
次、更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双
方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扩大公司在国
际高端风电市场的影响力。

中车株机斩获海外高端风电市场订单
系国内兆瓦级风力发电机首次批量出口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王文）
作为长沙首条投入运营的地下综合
管廊，目前劳动东路地下综合管廊已
有三回路110kV高压电线入廊， 并
服务于周边地区。 记者今日从长沙
市住建委了解到， 目前长沙已建成
管廊48公里， 其中高塘坪路等10条
管廊已实现管线入廊， 劳动路等4条
管廊已投入运营， 基本完成国家试
点任务。

地下综合管廊相当于管线的‘集
体宿舍’， 它是在城市地下建造一个
隧道空间，将电力、通信，燃气、供热、
给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集于一体，设
有专门的检修口、 吊装口和监测系
统，实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
设和管理，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
础设施和“生命线”。 2015年4月，长

沙获批国家首批地下综合管廊试点
城市， 试点建设任务总长度60.41公
里， 总投资55.53亿元， 包括22条管
廊、4个控制中心。

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目前22
条管廊均已开工， 已建成管廊48公
里，2个控制中心已投入使用；高塘坪
路等10条管廊已管线入廊， 劳动路
等4条管廊已投入运营。 特别是位于
高铁新城的长沙综合管廊展示厅，目
前已接待各类团体420余批次，成为
市民了解管廊的一扇“窗口”。 按照
《长沙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要
求，到2020年，长沙将建成100公里
以上地下综合管廊，到2030年，计划
建成400公里干支结合、 成片成网、
安全高效、覆盖全市的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体系。

长沙22条地下综合管廊
全部开工建设

加上4个控制中心，总投资55.53亿元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廖文）5月17日至20日，第二
十一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
览会在北京举行，沅江市船舶制造产
业园作为湖南省船舶专业园区代表
参加博览会。

会议期间， 沅江船舶制造产业
园与全国各地30多家客商企业、 专
业园区和军工企业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面商洽谈， 与6家经贸组织达成了
合作意向。 据了解， 沅江船舶制造
产业园已形成船舶高端功能、 内河
船舶制造、 游艇产业和船用舾装件
及配套产业四大产业集聚区。 园区
有科研人员835人， 拥有省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7家、 国家专利授权331项。
先后荣获“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湖
南省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中国
湘商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园区” 等荣
誉。

该园区生产的豪华游艇、 公务
艇、 商务艇畅销全国及20多个国家
和地区，6000马力的大型特种工程
船舶、500吨级的大型自航浮吊在国
家重点工程建设中频繁现身；船用军
工电子产品、船舶油水分离器、污水
处理器等船舶设备配套产品畅销全
国， 园区产品及服务网络遍布全国。
2017年，该船舶园产值达84亿元，预
计2018年产值将达到94亿元。

“沅江船舶”畅游20多个国家
沅江船舶制造产业园今年产值将达到94亿元

� � � � 湖南日报 5月 25日讯 （记者
黄利飞）省国土资源厅近日下发《关
于进一步明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有关政策的通知》， 提出城镇范围
内的建设用地不得纳入增减挂钩，贫
困地区可同时启动2个增减挂钩项
目。增减挂钩计划指标向贫困地区倾
斜之势明显。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在建
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耕地数量不减
少、质量不下降的前提下，把农村建
设用地复垦为农用地（包括耕地、园
地、林地、牧草地等），然后在城市地
区相应新增一批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项目中、 未用完的建设用地指标，即
为节余指标。

按照我省相关政策，贫困地区开
展增减挂钩， 可不受指标规模限制；

非贫困地区增减挂钩项目的总面积，
原则不超过80公顷。

此次下发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贫
困地区可同时启动2个增减挂钩项
目，但单个增减挂钩项目预支的节余
指标， 不得超过所属项目面积的
30%；两个增减挂钩项目预支的节余
指标，不得超过300亩。

贫困地区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既
可由供需双方以协议方式依法流转，
也可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公开
竞价方式拍卖。

2017年1月，我省首例增减挂钩
节余指标实现“省域内流转”，长沙高
新区以2.8亿元获得新邵县增减挂钩
节余的1200亩指标。 到2017年年底，
全省流转增减挂钩节余指标8698
亩，筹集脱贫攻坚资金22.2亿元。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向贫困地区倾斜

贫困地区可同时启动2个增减挂钩项目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获悉，自5月起至12月，全
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道路交通安
全“强执法防事故”行动，防范和遏制
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进一步
提升全省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管理工
作。

据悉，全省各级公安交警将深入
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打非治违”（打击
治理非法、 违法行为）， 紧盯重点企
业、重点车辆和重点人员，集中打击
一批、整治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
出的重点企业和人员。对超速超员超
载和疲劳驾驶、酒驾毒驾、涉牌涉证
等重点交通违法常抓不懈，保持严管

高压态势。加强与交通运输等部门的
协作，深入开展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
工作，确保在6月30日前完成所有不
合规车辆运输车的更新退出，7月1日
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行。

期间，将深入开展农村道路交通
秩序百日集中整治行动，确保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深入开展“毒
驾”治理专项行动，通过“核查一批、
注销一批、管控一批、威慑一批”重点
人员，最大限度降低“毒驾”的社会危
害。进一步明确“两客一危一校”（道
路客运车、旅游客运车、危险品运输
车、校车）的安全监管责任主体和责
任民警，对“两客一危一校”现场执法
检查做到全覆盖。

7月1日起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行

道路交通安全
“强执法防事故”行动启动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共舞长江经济带

赫山区：生态养殖让“肥水”不乱流

江永县：青山绿水环绕饮用水源地

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湖南首演

建筑工地“打响”
扬尘防治攻坚战

扫黑除恶进行时

武陵区严打“套路贷”犯罪团伙
批捕29人

湘潭公开宣判一起涉黑涉恶团伙案
9名被告人一审被判有期徒刑

� � � � 5月25日，湖南音乐厅，湖南交响乐团在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 傅聪 摄

� � � � 湖南日报 5月 25日讯 （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谭萍）似乎每次一
到双休日便要下雨，本周也不例外。
天气预报称， 从25日傍晚到26日将
出现短时强降水、 雷雨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

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艳阳

高照、气温高涨，37摄氏度高温炙烤
着湘南局部地区，夜间，强降雨却将
袭击湘西湘北。 省气象台预计， 未
来7天， 省内有两次较强降雨过程，

时间分别是25日至26日、29日至30
日。 逢周末必下雨，似乎有点烦人，
不过也有好处，就是气温不会太高，
好好享受盛夏到来前最后的清凉

吧。
气象部门提醒， 进入湖南主汛

期，强降水过程增多，近期要重点关
注25日傍晚到26日的强降雨以及强
对流天气，湘西、湘东北等地还要加
强防范局部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

5月还有两轮较强降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