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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丹

“我们的采砂行为，破坏了湿地
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我接受
法律惩罚。”8月8日上午，在汨罗市人
民法院庭审现场，犯罪嫌疑人杨某深
表忏悔。

明知汨罗市政府已发文禁止在汨
罗江国家湿地公园内采砂，可在高额利
润驱使下，余某、杨某等人却铤而走险，
以清理砂场余砂的名义采砂，非法牟利
27万余元， 造成6496平方米国家湿地
被破坏。当天，由汨罗市人民检察院提
起的汨罗市首例破坏生态环境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在该市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

利欲熏心，非法采砂酿恶果

汨罗江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采砂
利润丰厚。

2013年下半年， 被告人余某在汨
罗市屈子祠镇金沙村金沙洲经营砂场，
2014下半年被政府依法关停。

去年10月至11月， 被告人余某和
杨某在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
下， 雇请民工以清理砂场余砂的名义，
在金沙洲垸河段内非法采砂。汨罗市水
利部门在巡堤时， 发现汨罗江堤坝受
损，遂报警。11月2日，汨罗市公安局以
涉嫌非法采矿罪将余某、 杨某刑事拘
留，11月22日由汨罗市检察院批准逮
捕。经物价部门鉴定，余某、杨某非法开
采的砂石价值32万余元。

非法采挖后造成河床沟坎不平、
近岸超深、岸滩坍塌、堤坡下陷，形成
安全隐患。 采挖区域的地表植被遭到

严重破坏， 河道内鱼类的栖息环境受
到影响，削弱了河水自身净化的功能。
经省生态环境评估专家鉴定， 被告人
余某、杨某非法采砂，导致屈子祠镇金
沙村金沙洲垸河段生态系统、 湿地遭
受破坏， 经评估测算共计需生态修复
费用65.7万元。

公益诉讼，依法依规必惩处

自2014年以来， 汨罗市政府多次
发文，禁止在汨罗江平汨河段汨罗水域
进行挖砂、取土、开矿等活动。汨罗江国
家湿地公园管理局航拍采砂现场方位
图，证实余某、杨某非法采砂位置属于
禁采区域。

检察机关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余某、杨某的
非法采砂行为情节严重， 应以非法采
矿罪定罪处罚。

庭审中， 检察机关针对被告人余
某、杨某非法采砂一案，从案件的事实
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发表意见，以公
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追究2名被告人连
带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
道歉的民事责任。

余某、杨某当庭认罪、悔罪，均表示
将委托亲属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积极
退赃、承担专家鉴定费、自行修复破坏
的生态环境。因案情复杂，法院将择期
宣判。

汨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承卓
告诉记者：“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目的在于恢复生态，为公
益破坏者敲响警钟。”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8月8日， 永兴县众德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
景象，车间内巨大的航吊机，将成堆的
铅块吊往一侧的中频炉内进行熔炼，工
人们在各自岗位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据悉， 公司近几个月订单不断增加，生
产越来越旺。

“我们之前打算投资5000万元，用
于环保设备升级， 但由于资金短缺，投
产计划被搁置。” 众德环保公司副总经
理武新宇介绍，今年4月底，在永兴县
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众德环保与上市公
司西安达刚路机下辖基金公司进行资
本合作，不仅摆脱了资金困境，还进一
步打开了市场。

近年来， 永兴县通过政府牵线搭
桥，多方引资引智，使稀贵金属产业呈
现出新的发展动力。雄风科技公司与上

市公司赤峰黄金合作，很快让该企业进
入“郴州市民营企业30强”榜单，今年
预计可实现生产总值30亿元以上，上
缴税金2亿元。此外，金驰环保与杭州申
联达成5亿元合作协议， 众兴环保与香
港华海控股达成6.5亿元合作协议，永
兴长友银业与湖南正和通银业达成15
亿元合作协议。目前，该县又在促成兴
城环保与粤财控股、宏兴环保与高能集
团、 鸿福环保与云锡贵研等深度合作，
大力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推动产业转型
发展。

兴城环保负责人表示，公司多次
参加县里的“组团”活动，走出去与有
关资本公司结成朋友，既达成紧密的
资本合作， 又实现了供应链合作，解
决了企业原料、资金、技术、管理等方
面的问题， 提升企业的自我发展能
力。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肖
祖华 通讯员 杨贵新 伍玉华 )记
者8月7日从隆回县林业局“绿盾
2018”自然保护地监督检查专项行
动办公室获悉，今年,该县在绿盾
行动中已破获涉林案件7起，其中
刑事立案2起、行政处罚案件5起，
标志着该县青山绿水保卫战首战
告捷。

今年，该县林业局为保护青山
绿水，对“一湖三山”(魏源湖国家湿

地公园、 白马山省级森林公园、望
云山省级森林公园和屏风界自然
保护区)开展“绿盾2018”自然保护
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自查。通过定
期检查、随时巡查等方式，加大执
法巡查检查力度， 形成全方位、全
领域保护工作格局。

该县在绿盾行动中强化督查检
查， 加大打击力度。 重点对“绿盾
2018”专项行动交办问题进行了专
项督查， 县森林公安机关办理了刘

某滥伐林木案和廖某滥伐古树名木
的刑事案件2起；县林业局查处了廖
某滥伐林木案、 某公园在白马山省
级森林公园北法占用林地案、 刘某
在白马山省级森林公园采石毁林
案、某生态旅开发公司毁坏林地案、
邹某非法毁林挖山案等5起行政案
件。

目前， 毁林和毁坏林地案件
都已处罚到位， 都拆除了机械设
备，正在采取措施恢复林地原状。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见习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谭淑婧）8月8日，株
洲国创轨道科技有限公司与金蝶软
件（中国）有限公司在深圳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将共建株洲市轨道交通工
业互联网平台。按照计划，该平台将
力争在2020年实现4000家企业上
云，2022年突破1万家。这标志着株洲
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迈出
新的一步。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是株洲市
总量最大、实力最强、技术最先进、配
套最完善的支柱产业，已形成整机制
造、核心部件、关键零部件协调发展
的产业集群。目前，株洲已成为国内
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随着工业互联网热潮兴起，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业亟须向数字化、 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升级，形成工业互联网新
业态。

据了解，株洲市轨道交通工业互
联网平台将面向全球轨道交通企业
提供云服务，包括工业服务、智能制
造、工业联盟、工业物联、智慧园区、
云创空间6大板块， 可实现企业内部
及产业上下游、跨领域生产设备与信
息系统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数据集
成共享，并提供设计链、制造链、供应
链、服务链等跨企业协作服务。

谁破坏谁修复
———汨罗市检察院亮剑生态环境保护

永兴政府牵线引资引智
稀贵金属产业发展呈现新动力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王
晗 通讯员 刘武） 湖南湘江新区
近日公布了“一圈两场三道”建设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2年
内将新增7座停车场、24.2公里自
行车道， 让居民幸福感将在家门

口得到提升。
根据方案，2018年至2019年，

湖南湘江新区将建成地铁梅溪湖
西站(2个)和麓云路站、望城坡站
等P+R停车场4座，湘江西岸商业
旅游景观带（裕湘纱厂段）、洋湖

湿地三期垂钓区及室外配套区和
靳江河北岸景观工程等游憩休闲
停车场3座, 并建成自行车道24.2
公里， 涉及梅溪湖片区造绿大行
动城乡绿道改造项目、 靳江河绿
道项目及潇湘路提质改造工程。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龚
柏威 通讯员 胡建根 张婷 )8月7
日，南县通报了一起扶贫领域失职
失责典型案件，2名党政干部、1名
村支书因工作失职， 致使2万元扶
贫资金被人骗取，分别受到党内警

告、严重警告处分。这是南县建立
乡镇纪检分片协作联动机制后，查
处的第10起扶贫领域违纪案件。

今年3月，南县建立乡镇纪检分
片协作联动机制， 将全县12个乡镇
划分为4个片区， 设立片区工作组，

由片区工作组驻地乡镇纪委书记任
组长， 采取片区内乡镇交叉检查方
式，严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严防出现“人情式监督、 关系式检
查”。片区协作机制建立以来，已排
查扶贫领域重大问题线索24件。

南县严查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湘江新区将新增7座停车场

隆回打响青山绿水“保卫战”
破获涉林案件7起

株洲建设轨道交通
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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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雨后的桂阳县正和镇阳山古村，清新如洗，格外美丽。该古村有近600年历史，整个古民居群占地1.5万平方米，现存完好
古建筑80余栋。近年，该县加大古村落保护力度，对阳山、庙下、筱塘等7个国家级传统古村落进行了保护与修缮。 欧阳常海 摄古村新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