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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周成 刘蕾

在不少读者朋友印象中， 精神
病人犯罪是免追刑责的。 但记者今
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法治故事说明，
并不是所有精神病人犯罪都可以不
被追责， 精神病更不是逃避法律惩
处的“万能挡箭牌”。 华容县一名患
精神病的男子因4次放火，最近被该
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两天4次放火
1966年出生的严某住华容县万

庾镇。 2017年10月24日24时许，他
来到该县治河渡镇红光居委会杨某
经营的纸扎店，想进屋找水喝。进入

该店后， 他发现放有大量花圈及其
他纸扎品， 便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
将花圈点燃， 看到火越烧越大后离
开现场。经鉴定：被烧毁财物价值共
计6450元。

次日2时7分许，严某来到红光居
委会王某经营的超市门前，将王某停
放在门口的一辆三轮电动车尾部油
布点燃后离开现场， 电动车被烧毁。
经鉴定:�电动车价值3360元。

随后， 严某来到红光居委会毛
某经营的申通快递店门前， 用打火
机将毛某电动车顶棚油布点燃后离
开现场， 因有人发现， 火被及时扑
灭，电动车仅油布被烧毁。

紧接着， 严某来到红光居委会
刘某家门口，发现刘某的一辆“马自

达”牌小汽车正停放在那里，便想将
小汽车点燃。 他在附近的垃圾桶内
找来一些纸张放到小汽车底部，用
打火机点燃后离开现场。 经鉴定 :�
被烧毁的小汽车价值91000元。

危害公共安全，
构成放火罪

2017年10月26日，严某被公安
机关传唤到案。因严某行为异常，对
其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为：严某系
器质性精神障碍，作案时限制（定）
刑事责任能力。

2018年1月10日， 华容县人民
检察院指控严某涉嫌放火罪， 向法
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 严某故意放

火焚烧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其
行为已构成放火罪。 严某作案时系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且有坦白情
节，可以从轻处罚。遂以放火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5年。

本案主审法官肖树平提醒：并
不是所有精神病人犯罪都不会追
究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18条
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
正常的时候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
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
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 ”而且，放火罪不同于
一般犯罪， 它危害到公共安全，刑
法上量刑较重。 因此，对严某以刑
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
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
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来进行判处。

孟姣燕

入夏，小龙虾的魅力真是难挡！
长沙县果园镇小龙虾节近日一

开锣，人们蜂拥而至。 各种口味的熟
虾吃着过瘾， 活虾还被装进了汽车
后备箱。

长沙市区吃小龙虾的地方不少，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自驾几十公里到乡
里寻味？ 来了便知其中奥秘：优质小龙
虾搭上旅游的“快车”，想不火都难。

区位优。 果园镇交通便利，距离
主城区几十公里恰恰满足了人们对
“远离城市喧嚣， 寻找诗意田园”的
需求， 特别是浔龙河艺术小镇和田
汉故居成为周边游的热门目的地 ，
慕名前来者甚多。

特色足。 客流意味着商机，如何
才能留住客人？ 瞄准小龙虾，当地越
来越多的农户投入到 “虾稻轮作”，
并经营起夜宵文化。 小龙虾主产区
花果村修建了龙虾广场， 农家乐可
体验捉虾做虾的乐趣， 一个小龙虾

夜宵文化村已具雏形。
消费升级大潮下， 游客既要玩

得好，也要吃得有特色；食客不仅对
食材挑剔， 而且对环境和体验有新
需求。 白天玩在浔龙河、田汉艺术小
镇，晚上食在花果村。 休闲农业做得
火热，旅游要素也在不断完善。

相关数据显示，过去5年整个在
线周边游市场的交易规模每年增长
超过50%， 远高于其他旅游产品，城
市周边休闲游的潜力十分巨大。

绿水青山、 乡土文化是乡村独
特优势， 也恰是现代城里人梦寐以
求的。 农业在谋变，乡村旅游寻求升
级， 无论是特色小镇还是田园综合
体 ，贵在立足特色 、找准定位 ，把优
势资源转化为优势产业。

当前，农旅融合如火如荼，低水
平、模仿性竞争是没有出路的。 与其
盲目开发遭遇 “水土不服 ”，不如挖
掘当地特有资源优势， 针对市场需
求提供个性精致供给， 或许更能符
合人们的“脾胃”。

欧阳倩

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丰泉
古井社区党委书记龙欣似乎是个“矛
盾综合体”。 衬衫、运动鞋，再配上一
头短发，让人觉得这是个能搞定社区
大小事的“能干婆”；但清秀的面容、
轻柔的声音，又让人如沐春风。

5月31日上午11时许， 在丰泉
古井社区见到“敬业奉献好人”龙欣
时，她已在社区巡查了一圈，还开了
两个会。她平日工作方式也有些“矛
盾”。看到楼间、地面垃圾，她麻利收
拾；看到商户店外经营，她不留情面
批评； 而在接待上门求助的困难群
众、调解邻里矛盾时，她又有着知心
姐姐般的细致与温柔。

今年44岁的龙欣在街道工作9
年， 担任社区党委书记也有6年，可
谓“百炼刚”，而对社区群众，她又充
满柔情， 其刚柔并济的性格让很多
人喜欢。今年，社区白果园修建历史

步道时涉及一处老宅，多年来，房主
的6个子女为拥有这处房子争吵不
休。 在挨户了解情况后，5月24日晚
上，龙欣把房主的6个子女及其家人
聚到一起开会。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提诉求，但很
快， 其中两人情绪激动开始斗嘴，一
人还起身拿椅子动手。 龙欣站起来，
用手拉开，厉声制止。“大家都冷静一
下，要理智商量。 ”龙欣的气势“震”住
了吵架的双方。 他们慢慢坐下，不再
恶言相向。 这时，龙欣开始动之以情，
从亲情的角度做工作……晚上11时，
最终确定产权由6个子女平分，多年
的矛盾终于化解。

2014年春节前夕， 社区观音井
一户居民家失火。龙欣接到电话，迅
速赶到现场，组织人员施救。 当时，
失火现场不远处有一个液化气站，
龙欣不顾个人安危， 协助消防人员
疏散周边群众，搬运液化气罐。居民
李美红提起这事， 仍心有余悸：“别

人都往外跑，龙书记却往里冲，我们
都为她捏了把汗。 ”

社区居民感受更深的， 是龙欣
的温情。

家住里仁巷的阳帆， 父母早年
离异，他从小缺少关爱，加上生活上
受到一些打击，精神渐渐失常。龙欣
知道后，与民政、派出所对接，将阳
帆送到医院治疗， 并为他垫付生活
费。 阳帆出院后， 龙欣叮嘱社区食
堂，每天多准备一个人的饭，为阳帆
送去。 慢慢地，阳帆病情好转，生活
也回到正轨。 看到社区工作人员为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而苦恼， 阳帆主
动请缨，志愿整理单车。“龙书记对
我好，我要尽自己所能报答她，报答
社区。 ”阳帆说。

东茅街的易爹患有老年痴呆
症，有时遇到困难，他第一反应不是
找子女，而是去社区找龙欣。担心易
爹走丢，龙欣做了个联络卡，把自己
的电话号码写在上面。 易爹经常拿
着卡片给人看：“这是我们书记的电
话，她跟我亲闺女一样。 ”

吃了很多苦，解了很多难，龙欣
一天到晚围着社区转， 她说：“居民
快乐，所以我也很快乐！ ”

■点评

走了很多路，总是围着社区转；吃
了很多苦，但给居民群众的都是甜。她
说：“居民快乐，所以我也很快乐！ ”

9年街道工作历练，6年倾心服
务社区，她雷厉风行，又春风化雨。
逝去的是青春，不变的是信念。守着
一个大家园，她奔波在街头巷口，只
为一方平安、家家美满。

这就是龙欣， 一个敬业奉献的
好人。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桂） 我省外贸企业
再享“关检合一”改革红利。 根据海
关总署公告，6月1日起将全面取消
《入/出境货物通关单》，覆盖我省所
有口岸的出入境法定检验检疫货
物， 预计出入境法检货物平均每批
可因此节约2至3个小时的通关时
间。

长沙海关表示， 全面取消通关
单是关检业务优化整合的重要举
措，将进一步减少通关作业环节，缩
短通关流程，降低企业成本。

据长沙海关统计， 去年我省各
口岸出入境法检货物81392批、金额
51.8亿美元，其中签发通关单44261
份 ， 占出入境法检货物批次的
54.4%。

根据海关总署公告， 涉及法定
检验检疫要求的进出口商品申报
时， 在报关单随附单证栏中不再填
写原通关单代码和编号， 应当填写
报检电子回执上的检验检疫编号或
企业报检电子底账数据号。

对于特殊情况下， 仍需检验检疫
纸质证明文件的，按以下方式处理：一
是对入境动植物及其产品， 在运输途
中需提供运递证明的，出具纸质《入境
货物调离通知单》；二是对出口集中申
报等特殊货物，或者因计算机、系统等
故障问题，根据需要出具纸质《出境货
物检验检疫工作联系单》。

海关将统一发送一次放行指
令，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单位凭
海关放行指令为企业办理货物提离
手续。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彭
雅惠 ） 5月份省安委办组织督查组
对全省14个市州危险化学品安全综
合治理工作进行了实地专项督查。
今天， 省安委办通报专项督查情
况， 我省危险化学品综合治理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 但治理工作进度滞
后。

我省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近万
家， 其中涉及重点监管工艺、 重点
监管品种和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
企业超过5500家， 部分企业设备陈
旧老化， 安全硬件缺失， 安全生产
基础偏弱。 因此， 2017年3月我省
启动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

据通报， 截至今年4月底 ,14
个市州基本完成了危险化学品安
全综合治理部署阶段任务 ,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大部分市州对涉及
危险化学品的各行业安全风险和

重大危险源进行了摸底并进行重
点管控， 全省城镇人口密集区危
险化学品企业搬迁工程启动， 危
险化学品信息共享机制初步建
立， 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整治
攻坚战成果得到巩固。

综合治理工作的突出问题在于
工作进度滞后， 按照方案部署,我省
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应该已进
入“整治深化提升” 阶段， 而目前
大部分市州尚未制定本地化工行业
发展规划及产业布局规划； 部分市
州相关部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
责仍未明确， 相互推诿； 一些地区
化工园区开放日活动、 应急救援预
案梳理等工作没有如期开展。

省安委办表示， 各级安委办将
持续开展驻点督导和明查暗访,严格
执行通报、 约谈、 问责和“一票否
决” 等工作措施。

�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黄
利飞） “投资了28家企业， 11家成
功上市”， 这是达晨创投在家乡湖
南亮丽的业绩。 5月30日， 达晨创
投在湖南成立投后平台“湘晨汇”，
旨在通过线上沟通交流， 线下企业
互访、 行业研讨等活动， 促进“达
晨系” 企业间资源信息共享， 持续
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 帮助企业发

展成长。
达晨创投是“创投湘军” 的代

表。 其成立18年来， 管理资金规模
从1亿元扩大到260亿元； 累计投资
企业450余家， 其中74家企业成功
上市、 90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在湖南， 达晨创投聚焦医疗健
康、 文化创意、 智能制造等新兴优
势产业。 截至目前， 达晨创投共投

资了28家湖南企业， 其中11家成功
上市。

达晨创投投资企业， 除资金支
持， 还提供投后增值服务。 “达晨
汇” 是以达晨创投省一级分公司为
召集主体， 汇聚区域内被投企业、
券商、 中介、 银行， 将达晨创投增
值服务落地的投后平台。

2017年，“达晨汇”在北京、广东

等地相继落地，成立了“京晨汇”“粤
晨汇”等。“湘晨汇”的成立，将持续
为湘企创造价值， 为促进湖南经济
转型升级发挥积极作用。

活动现场， 中南传媒、 高斯贝
尔、 多喜爱等“达晨系” 上市湘企
集体亮相， 其中华凯创意、 宇环数
控、 爱尔眼科进行了深度分享和互
动。

法治故事 精神病并非“万能挡箭牌”
———华容一男子4次放火获刑5年

谈经论市

城市周边休闲游潜力巨大

关检业务融合
再放改革“红利”

《入/出境货物通关
单》全面取消，预计可节约
2至3个小时通关时间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龙欣：“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达晨创投湖南业绩亮眼
在湘投资28家企业，11家成功上市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胡信松

持续多日的雨水， 让气温一降
再降。 5月31日凌晨，湖南路桥沅水
四桥项目负责人卢治国发现气温在
15摄氏度左右时， 兴奋地从项目部
一路跑到桥面上，通知施工人员，立
即着手混凝土浇筑，开始合龙施工。

沅水四桥是常德市城区跨越沅
水的第4座桥梁，起于鼎城区斗姆湖
街道新龙村， 终点在武陵区丹洲乡
桑场村，全长2180米，双向6车道，设
计时速80公里。 因桥位临近桃花源
机场，桥梁跨径大，于是采用五塔斜
拉桥设计。 这也是我省首座“五塔斜
拉桥”，预计10月1日建成。

凌晨1时许， 记者来到施工现
场， 细雨中感到江风凛冽、 寒气袭
人。 桥面上灯火通明，几十个工人正
撸起袖子，紧张而又忙碌地施工，干
得热火朝天。

合龙位置在桥面中间， 有2米
宽。 混凝土通过管道，从停靠在100
米开外的罐车上输送过来。

“为什么不直接将罐车开到合
龙处？ ”记者问。

“这好比在天平的两端施工，需
要保持好平衡才行。 ”卢治国解释，
桥面采取的是悬臂施工法， 几十吨

重的罐车直接开到合龙处， 会破坏
平衡，可能带来风险。 他指着合龙处
两边10多个大型水袋说：“这些水袋
每个有5吨重，是配重用的，浇筑多
少混凝土进来，就放掉多少水出去，
为的就是保持平衡。 ”

不一会工夫，10吨混凝土浇筑完
毕，两边也各放掉了一个水袋里的水。

“还是现在工艺先进， 不比从
前。 ”歇息间，今年56岁的湖南路桥
老员工张庆红感叹，30多年前，湖南
路桥修建常德沅水一桥时， 虽然一
战成名，获得多种荣誉，但当时困难
重重，运输混凝土靠“蹦蹦”车装，一
次只能运0.5立方米。相比现在，这简
直是蚂蚁搬家。

终于要合龙了，建设方常德交建
投集团现场负责人王承贵赶到了施工
现场。对近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也
深有感触。 他说，四桥是207国道城区
段改线工程控制性工程，207国道最
先取道常德沅水一桥， 后来改道沅水
二桥，现在又改道沅水四桥，完全避开
了城区繁华地段。他说，国道改道修桥
史，就是一部城市发展史。

凌晨3时许，记者走下桥，站在沅
水边眺望，四桥上的灯火更加耀眼。

早晨起来， 沅水四桥顺利合龙
的消息已刷爆当地朋友圈。

夜战沅水上
———我省首座“五塔斜拉桥”合龙施工见闻

立体景观路
车行图画中

5月31日，G240国道汨
罗段，行道树、龙舟灯、村庄、
田野与公路相映成趣， 构成
一幅生态美景图。 汨罗市交
通和林业部门以提高生态效
益为指针，构建了“上乔、中
灌、下花草”的立体绿化景观
格局。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周敏 摄影报道

省安委办通报专项督查情况

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
进度滞后

� � � �龙欣（左一）与居民交流。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 5月31日凌晨，湖南首座“五塔斜拉桥”———常德沅水四桥顺利合龙。该桥
是常德市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也是国道G319、G207城区段改线工程的控制
性工程。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