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获季
助农忙

8月13日， 嘉禾县龙潭镇
金塘村，民兵分队队员在帮助
缺少劳力的农户收玉米。时下
正值收获季节，该县人民武装
部组织退伍军人、民兵服务分
队深入乡村，帮助军属、缺少
劳力家庭和贫困户抢收玉米，
保障农作物及时归仓。

黄春涛 罗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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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刘永涛）有人
来电，承诺可以帮你办理全额退保，保险未派
上过用场而又缺钱的你会不会心动？近日，湖
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相关风险提示， 提醒
保险消费者擦亮双眼，谨防此类骗局。

该风险提示指出， 近期有保险消费者反
映，一些不法分子在窃取其保单相关信息后，
拨打电话，以承诺帮忙办理全额退保为名，怂

恿保险消费者向保险监管部门投诉， 并向消
费者收取高额手续费或诱导消费者购买所谓
的“高收益”产品。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提醒， 为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利益， 保险产品通常都会有
10-20天的犹豫期。在犹豫期内退保，不会
产生任何费用。一旦过了犹豫期退保，就会
产生本金损失。 不法分子就是瞄准过了犹

豫期又想全额退保的“用户需求”，行不法
之事。

消费者在接到此类电话后， 务必详细询
问来电人基本信息，并进行核实；对于来电人
存在诈骗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嫌疑的，
请及时向省保险行业协会反映或直接向公安
机关报案。 部分不法分子打着为保险消费者
投诉维权的旗号， 诱骗保险消费者退保后购
买其代理销售的所谓“高收益”理财产品，消
费者尤其要加强防范，不轻信高收益承诺，避
免资金损失。

保险消费者当心“全额退保”骗局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魏君臣

【人物档案】
郑泉官，1957年8月7日出生， 原怀化市富

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其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2800

余万元，2015年潜逃美国。
2018年11月14日，在中央和省追逃办的统

筹协调下，经中美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协作，潜
逃美国3年多的“红通”逃犯郑泉官被强制遣
返回国。
【追逃故事】

2018年11月14日22时许， 在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 外逃美国的职务侵占犯罪嫌疑人郑
泉官，在执法人员的押解下，走出机舱。

面对媒体镜头，他坦言自己终于结束了在
异国他乡东躲西藏的逃亡日子，“还是回家好”。

“郑泉官被强制遣返，是中美合作开展追
逃的成功实践， 也是中美执法合作领域的又
一重大成果。”8月初，省追逃办负责人向记者
讲述了郑泉官被强制遣返的背后故事。

侵吞公司财务外逃
2006年， 祖籍福建的加拿大华裔曾某来

到湖南省怀化市投资房地产开发， 并聘请同
乡郑泉官为公司总经理， 负责公司的日常经
营。

期间， 郑泉官利用担任怀化富达房地产
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以低价
购买和违规发租等方式，侵占公司财产2800余
万元，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罪名。

2015年5月22日晚， 郑泉官逃往美国。曾
某发现郑泉官侵吞公司财务并外逃后， 立即
报案。

接到报案后， 怀化市公安局迅速将情况
层层上报至省追逃办。

发现行踪成功遣返
在省追逃办的统筹协调下，省公安厅、怀

化市公安局及中方县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成立
强有力的追逃专案组， 锲而不舍地开展追逃
工作。短时间内，他们迅速查清了郑泉官的违
法犯罪事实， 并依法对涉案的共同犯罪人员
迅速处置。

随后，专案组对境外关系人进行摸排，发
现了郑泉官的行踪，摸清了其在美国的相关信
息和动态。针对掌握的情况，专案组积极开展对
外协作。2017年9月27日，经多方努力，国际刑
警组织对郑泉官发布“红色通缉令”。

经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 美国执法机关
积极响应，两国通力协作，遣返行动最终取得
成功。

2018年 11月 14日 15时许， 美联航空
UA807航班着陆北京首都机场， 郑泉官在执

法人员的押解下，被强制遣返回国，同日被公
安机关依法执行逮捕。当晚，郑泉官被押解回
湘。2019年2月14日， 郑泉官被移送至中方县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早日回国投案才是唯一出路
郑泉官案件是湖南第一例、全国第二例通

过强制遣返的方式从美国追回的外逃人员。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从国内国外两条线

开展工作。国内方面，扎实开展基础工作，收
集固定证据，查清违法犯罪事实，打好‘法律
战’。国外方面，在中央追逃办和相关中央部
委协调指导下，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
通’，积极与美方有关执法部门沟通，打好‘外
交战’。”省追逃办负责人介绍。

“郑泉官案件充分表明，外逃人员不要心
存侥幸，海外不是法外，即使逃到天涯海角，
也终将被绳之以法。”该负责人表示，湖南将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
工作的安排部署， 继续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
度，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绝不给外逃腐败分
子任何侥幸。

“我们正告那些亡命天涯的外逃腐败分
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抗法律是没有任
何好结果的，只有彻底放弃幻想，早日回国投
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才是唯一出路。”该负
责人说。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段唐平 李光

8月10日6时许，麻阳苗族自治县兰里
镇苍冲村张春莲一家三口来到黄桃基地采
摘黄桃，忙得大汗淋漓。

“种植15亩黄桃，今年产黄桃1万多公
斤， 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卖了
3000多公斤，收入4.5万元。”张春莲一边开
心摘桃一边说， 村里许多贫困户靠黄桃脱
贫致富，有些还建了新房买了车，日子越过
越红火。

“黄桃是苗乡群众的‘脱贫果’‘致富
果’。” 麻阳苗族自治县副县长蒲必华告诉
记者，黄桃已成为麻阳特色扶贫产业，全县
种植面积达3.2万亩，惠及贫困群众1万多人。

创新营销方式，畅销北上广
麻阳通过创新营销方式， 推动黄桃等

品牌农产品销售。
近年来， 麻阳利用各级主流传统媒体

及“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以多种方式宣传
推介麻阳品牌农业。8月8日至10日， 省新
闻工作者协会组织“记者在扶贫一线”后盾
单位的编辑记者，在麻阳开展“提升麻阳黄
桃品牌、 助力苗乡群众脱贫”———中央、省
级媒体集中采访活动, 受到当地老百姓普
遍赞许。

同时， 麻阳通过举办黄桃采摘节等节
会，推销黄桃等特色品牌农业。同时,通过
建立大农业电商物流园、 组建电商销售公
司和扶持微商等， 把特色农产品销售到全
国各地及国外。

在麻阳各大电商服务点， 一件件黄桃
搬上大卡车发走，场面十分壮观。

8月9日下午4时许， 在麻阳韵达快运
点，果农陆续用面包车、三轮车将打好包的
黄桃运来，快递公司清点、装车，不到40分
钟， 一辆大卡车便装上近5000件黄桃，运
往长沙。

在现场，做了5年电商的范特辉告诉记
者，麻阳黄桃富硒，品质上成，香、脆、甜，深
受北上广等大城市市民喜爱， 她现在每天
发黄桃不少于1000公斤。

在麻阳“黄桃王”王学文1700亩黄桃

基地里，100余名村民在帮忙采摘、 打包、
装车。 王学文高兴地说，8月10日开园，当
天就运走1万公斤黄桃，销往广东。今年,他
签订了50万公斤黄桃销售订单，主要销往
广东、上海和北京。

据了解，麻阳建立了“果果绿”等电商
销售公司106家，发展“邮乐购”“邮三湘”
网点58个和微商1.2万多户，每年通过网络
销售特色农产品达20多万吨，占销售总量
20%以上。

注重品质提升，成为“脱贫果”
“品质是品牌农业的价值和生命力所

在。”蒲必华介绍，麻阳格外重视品牌农业
品质，坚持以品质来赢得市场。

据了解， 麻阳农业部门今年在和平溪
乡盛世桃园黄桃种植基地举办了有机菌肥
施肥现场会，70余名黄桃种植大户参加。
盛世桃园负责人莫小勇说， 使用有机肥
后，病害也减轻了不少，桃树长势更旺，果
品质量提高。

为提升品质， 麻阳还着力加强农产品
质量监督管理。 所有农产品必须达到安全
间隔期、各项指标合格后，才能上市。对销
往县外的黄桃等农产品， 经严格检测合格
后出具检测报告，才准外运销售。

“麻阳是长寿之乡，土壤富硒，黄桃品
质好， 香甜多汁、 清脆爽口， 受到市场青
睐。”和平溪乡大坡村村委会主任朱永刚告
诉记者，7月底， 他带着麻阳黄桃去参加
2019湖南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深圳）产
销会，大家品尝后都说麻阳黄桃好吃，引起
当地媒体关注， 麻阳黄桃获多次报道。目
前，各地多位客商在跟他洽谈合作，帮他销
售黄桃。

朱永刚以前在沿海地区发展，2015年
回乡创业，种植黄桃240余亩，帮助和带领
村里23户贫困户78人脱贫。

“在家门口就能赚钱，大家都愿意种黄
桃。”兰里镇苍冲村建档立卡贫困村民龚开
苏通过种黄桃，短短5年内实现由“贫困户”
到“黄桃种植专家”，再到“致富带头人”的
转变。据介绍,苍冲村黄桃种植面积达5000
多亩， 全村已有160户贫困村民通过发展
黄桃产业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杨亲福

8月8日，高温热浪一波接着一波，但新
化县奉家镇渠江源村村民奉一兴却闲不
住。早上7时不到，他就来到自家的中药材
基地，悉心养护着地里的百合和玉竹。

5年前，右脚残疾、产业失败的奉一兴，
被村里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对此，他既高
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党的政策好，难过的是
自己成了扶助对象， 他认为不是件光彩的
事。

多年前，奉一兴在外打工时意外受伤，
导致右小腿粉碎性骨折, 做了手术。 出院
后，受伤的骨头发炎，相继又做了2次手术，
花费20多万元。“手术是做完了，但还是落
下了残疾，家里也欠了一屁股债。”奉一兴
欲哭无泪。

身残，但志不能残。奉一兴和妻子回到
家乡种植金银花。因右腿疼痛难忍，他总是
劳作一会休息一会，虽效率不高，但他日复
一日地坚持，并把金银花生产规模扩大到了
20余亩。

2014年，金银花大量滞销，产品丰收
却只能烂在枝头， 损失惨重。3次手术没有
掉泪，但这次看着多年的打拼付诸东流，这
个坚强的男人大哭了一场。他说：“很灰心，
自己的梦想破灭了， 村里还把我列为了贫
困户，感觉抬不起头来。”

苦难没有让他倒下。
2015年，新化县将中药材列入脱贫攻

坚重点帮扶产业， 并推出了政府贴息的小
额贷款扶贫政策。听到这个消息后，奉一兴
决定贷款5万元种植中药材，约上父老乡亲
一起种植，增强抗风险的能力。

同年，奉一兴联系几个村民，一起创办
新化县渠江源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他
担任理事长。“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实干加巧干。”奉一兴介绍，合作社采取股
份制，5个股东，每人入股5万元。今年，流转
的168亩抛荒地已全部种上中药材。

对于奉一兴来说， 种植中药材只许成
功，不许失败。他说：“搞种植光有基地是不
行的，还得有知识，懂技术。我脚残不能站
很久，但能坐车。县里只要办种百合的学习
班，我便主动去。”自此，他担任了合作社的
技术员， 先后参加过县里和镇里组织的种
植学习班5次，超过400课时。

吃过产品滞销苦果的奉一兴， 把销售
作为头等大事。 他一方面主动联系当地药
材收购商，实行季节性收购；另一方面，通
过帮扶工作队联系药材生产厂家， 对产品
进行保底销售。解决了后顾之忧，他不断吸
纳周边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共同脱贫致富。

去年，合作社社员扩大至31人，年利润
达到80万元。 奉一兴不仅还清了贷款，还
带领奉孝礼、奉孝树等11名贫困社员一起
脱贫。

�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邹靖方）
今天，为期半个月的第四季“全国家庭过期
药品回收”活动再次开启，长沙等32市居
民可在家预约上门回收。

据了解，8月13日至31日期间， 北京、
长沙等32座城市的支付宝或淘宝用户可
通过扫码过期药盒上“8”开
头的20位追溯码， 在跳转出
的详情页上找到“过期药回
收”，填写后就能完成“联盟”
回收过期药公益活动的在线
预约。填入地址、联系方式
等资料，就能一键预约快递
小哥上门回收。 预约成功
后，还可以领取公益助力商
家提供的天猫店铺优惠券，
很方便的在家参与过期药
回收。所有上门收集的过期

药，最终都将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后，统一
进行销毁。

根据阿里健康发布的数据，在今年3月
的第三季过期药回收活动中， 回收量排名
前10的城市分别为北京、 广州、 上海、天
津、深圳、南京、武汉、西安、苏州、杭州。

�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胡宇波 ）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消
防水泵不能正常联动、 湿式报警阀不能动
作……8月12日， 长沙市开福区消防救援大
队对辖区挂牌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领御大
厦进行了隐患曝光行动， 该楼房存在7项火
灾隐患。

领御大厦位于开福区营盘路108号，开福
区消防救援大队已于去年12月对其下发重大
火灾事故隐患整治任务交办单， 主要存在占
用、堵塞消防车通道；防排烟机损坏；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消防水泵不能正
常联动， 湿式报警阀不能动作等7项火灾隐
患，综合判定该大厦属于重大火灾隐患场所。

该大队近日依法提请开福区人民政府， 对领
御大厦实行政府挂牌督办整改， 并责令加快
整改进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在2019年11月
30日前改正。

开福区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 该大队还将继续组织媒体记者跟踪
报道重大火灾隐患整改进度， 不定期对全区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情况进行通报， 增加
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工作的透明度， 保持火灾
隐患整改的高压态势， 督促单位及时整改消
除火灾隐患。

湖南首例、全国第二例———

潜逃美国3年后，他被强制遣返
麻阳种植黄桃3.2万亩，惠及贫困群众1万多人———

苗乡果农日子越过越红火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
讯员 汪新宇）8月13日上午，全省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暨美丽乡村建设业务培训班在常德开
班。来自全省120多个省级美丽乡村创建村的
党支部书记以及各地相关部门人员近300人

参加培训。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已列入中央

环保督查内容。一年多来，全省各地因地制宜、
真抓实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当前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部分村庄清洁行

动开展不够有力，改厕工作进展缓慢等。一些地
方宣传发动不到位，农民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

开班仪式上，省农村农业厅相关负责人指
出，开展这次培训就是要让大家深刻理解和把
握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规律、目前农村
工作的当务之急，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安排部署。同时，通过培
训学懂弄通建设美丽乡村的政策、方法、路径和
要求，提高工作成效，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培训班开班

�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杨哲）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今天对外发布，
交警部门将对全市135公里智能网联道路网
共36条道路56个路段开展常态化交通违法整
治，以优化智能网联汽车通行环境。

长沙市智能网联道路网共涉及青山路、
东方红路、麓松路、麓谷大道等36条道路56个
路段，总里程约135公里。其中快速路主线长
约12公里，主干路87公里，独立辅道（长韶娄
辅道）7公里，快速路辅道9公里。

今年以来，按照长沙市委、市政府关于着
力打造全国智能网联汽车创新高地的战略部
署，结合湘江新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
试区”建设要求，交警部门从全市交通管理实际
出发，依托先进智能科技手段，全力配合打造交
通管理示范区， 确保智能网联道路的安全、有
序、畅通。目前，长沙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
路已陆续开展智能网联相关技术测试工作。

为强化智能网联开放式道路及周边交通
秩序管理，整体提升片区交通品质，长沙交警将

严查以下6类交通违法： 机动车不按规定停放、
乱停乱摆、 随意变更车道、 违反信号灯指示通
行、违规掉头、逆向行驶等影响道路通行安全、
畅通的交通违法行为；机动车酒驾、醉驾、毒驾
等严重危害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以渣土车、水
泥搅拌车、工程运输车等货运车辆为重点的闯
灯闯禁、超载、超速行驶等野蛮驾驶交通违法行
为；以“电的、外卖、快递”三类电动车为主的搭
载多人、打伞、闯灯越线、逆行、走机动车道等
交通违法行为，规范共享单车、电动车等非机
动车的停放；行人不走人行横道线、乱穿马路、
不按信号灯通行的常见交通违法行为；“两客
一危一校”整治超员超载、超速行驶、疲劳驾
驶、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重大安全隐患行为。

对56个智能网联路段开展常态化交通违法整治

长沙将严查6类交通违法

存在7项火灾隐患

开福区领御大厦被挂牌督办整改

精准扶贫在三湘

奉一兴：脱贫不能“等靠要”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联盟”
第四季开启

长沙等32市居民可在家预约上门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