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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17年，红通逃犯戴跃兵
被强制遣返回湘

大通湖变美了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勇

10月9日，益阳大通湖，船行至深处，花鲢、
白鲢不时跃出水面，丰茂水草摇曳多姿。 往远
处看，一大群黑白相间的水雉，在水草上栖息
觅食，翻飞追逐。
大通湖变美了， 眼前的景色是最好见证。
生态环境部门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至今年9月，
大通湖已经连续12个月退出劣Ⅴ类，水体水质
总体评价为Ⅴ类，摘掉了从2015年以来戴上的
劣Ⅴ类“帽子”。

大湖觉醒，对症下药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南县青树嘴镇白鹤塘
村，八一电排渠内，荷叶随风摇曳，一渠清水流
入大通湖。 周边四望，有稻虾种养基地，稻穗金
黄，丰收在望；有片片水塘，清澈平静，野鸭在
水面划出涟漪。
4年前，青树嘴镇党委书记袁芳刚来时，印
象最深的就是“走到大通湖边，就会闻到一股
子腥味”。 与曾经“掩鼻而走”对比鲜明的是，如
今她最乐意带远道而来的客人到大通湖边走
一走：“环境好了，风景自然好看了！ ”
时间回溯到2015年9月， 大通湖在国家
地表水质监测中发现水质为劣Ⅴ类， 主要污
染物为总磷、 总氮因子， 比Ⅲ类水质标准值
高出3-6倍。 我国地表水水质分为5类， Ⅰ类
至Ⅴ类， 从好到差。 而劣Ⅴ类， 指污染程度
已超过Ⅴ类的水。 因此， 大通湖水环境污染
问题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点名批
评。
水质从Ⅲ类滑坡到劣Ⅴ类，曾经的“水质
良好湖泊”经历了什么？
位于洞庭湖腹地的大通湖， 围垦成湖，水
域面积12.4万亩，呈锅底状，是我省最大内陆
养殖湖泊。 部、省、市会诊分析认为，由于高密
度养殖、过度投肥、农业面源污染加剧、与外界
水体交换艰难等原因，大通湖这个“大锅”中的

水越变越脏。
据湖南师范大学专家测算， 大通湖保持
Ⅲ类及Ⅲ类以上水质养殖容量为鱼产品6000
吨／年， 但2010-2015年年均产鱼1.3万吨左
右， 最高年份产鱼2万吨， 超养殖容量2倍以
上。
采访中，湖区群众向记者讲述曾经掠夺式
开发的“壮观”场面，一些私人老板用虹吸泵从
湖里抽螺蚌， 排队等待的货车排到一两公里
外。
2017年10月， 省委书记杜家毫乘船深入
大通湖进行专题调研后开出“药方”：“治理大
通湖，关键要在退养、疏浚、活水上下功夫。 ”
益阳市近两年在大通湖流域打响了截污、
垃圾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大型养殖退出、
清淤清废、 禁航禁捕和生态修复等七大攻坚
战。

内外兼治，绿色发展
大通湖区的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扩容至
日处理量1万吨，提标到一级A标准，再过几天
就可试运行，到明年底全区城区生活污水的收
集处理率将达到85%以上。
南县大通湖沿线1000米范围内的卫生改
厕工程接近尾声，10450座农村厕所这个月底
将全部改成三格式化粪池。“厕所不臭了，污水
也不外流了。 ”青树嘴镇白鹤塘村村民米建华
由衷地说。
治理大通湖，截污首当其冲。 大通湖周边
的大通湖区、南县，不管是“大动脉”，还是“毛
细血管”，都在加快疏通、清洁。
退养，从源头减污。 2018年1月，依法解除
了大湖养殖使用权转让49年的合同，大湖由地
方政府管理，实现了全面退养。 大通湖区的禁
养区畜禽养殖企业全部退出，限养区和适养区
规模养殖企业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7成以
上；珍珠养殖全面退出，62.4%的精养鱼塘已完
成退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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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 让活水畅流。 在市、 区两级努力
下， 五七闸枢纽建成， 去年5月实现自流引水
入湖； 连通大通湖的84条沟渠完成疏浚， 118
公里围栏围网得以拆除， 大通湖与周边水系
自然连通。 沿湖乡镇均建立了垃圾中转站、污
水处理厂。
10月9日， 记者在大通湖上遇见两艘正在
“种草”的小船，同行的武汉大学副研究员王力
功介绍，抛洒到湖里的是菹草冬芽，扎根湖底
后可吸收底泥中的磷， 然后通过水草-螺蚌等
底栖动物-鸟类构建起的生态链， 消解湖中总
磷这一主要污染因子。
2017年4月， 益阳市专门邀请来自武汉大
学的专家团队，对大通湖进行摸底调查、生态
修复。 从2018年1月至今，“种” 下去各类水草
337万公斤，大通湖从“水下荒漠”变成“水下森
林”。经检测，2018年底大通湖底泥中总磷的平
均含量较2017年下降了39.2%。
生态“减负”，发展转型。
南县白鹤塘村10多户退养大户，今年养的
养龙虾，搞的搞稻虾种养。 精养大户王成效一
开始“接受不了”，现在满脸笑容。“以前精养，
大把投饲料，水质的确不好；现在养龙虾不需
要投肥，龙虾吃草吃黄豆，没有污染。 ”7月中
旬，他家近1万公斤小龙虾销售一空，平均每亩
收入2500多元，比以前养鱼划算。
水质稳中向好。 今年1-9月，大通湖总磷
浓度平均值0.13毫克/升， 比上年同期明显下
降，湖体水质总体为Ⅴ类，其中5月份水质提升
到了Ⅳ类。
生态系统逐渐修复。 据观测，湖中的软体
动物保有量、小型鱼类种群不断增加。“食物”
丰富了，鸟儿就多了。 2018年冬季回归候鸟约
10万只，包括骨顶鸡、小天鹅等17种国家保护
名录鸟类。
“只是初见成效，未来任重道远。 ”益阳市
相关领导表示将继续打好环境治理攻坚战，让
大通湖早日重回“水质良好湖泊”。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魏君臣 刘旸
【人物档案】
戴跃兵，男 ，1974 年 出 生 ，邵 阳 武 冈 市
烟草公司原收 款 员 。 2002 年 ，戴 跃 兵 利 用
职 务 便 利 ，侵 占 公 司 公 款 后 外 逃 ，并 变 换
身份长期藏匿境外。 2002 年 4 月，武冈市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其立案侦查。
2016 年，国际刑警组 织 对 其 发 布 红 色 通 缉
令。

10月12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外逃
17年的戴跃兵被强制遣返回湘。 逃亡生
活并不好过，45岁的他， 脸上已写满沧
桑。
戴跃兵的归案，是全国监察体制改革
以来，中央、省、市三级追逃办通力协作，
各部门密切配合，发挥制度优势，运用法
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追逃追赃的最新成
果，再次彰显了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
定决心。

17 年“深 耕 ”，一 追 到 底 的
决心不变
从2002年4月， 戴跃兵携款潜逃后，
案件侦办工作曾一度陷入僵局。
“戴跃兵曾有边防武警部队服役的经
历，具有较强的反侦察能力和高度的警惕
心理。 ” 在2002年至2015年的13年时间
里，案件承办人前后换了好几拨；但外逃
并不等于“被遗忘”，戴跃兵案的查办步伐
始终没有停歇。
据办案人员介绍， 戴跃兵潜逃后，使
用一直未上交的边防警官证和私自伪造
的身份证件迅速出境。为了防止行踪被发

现，他断绝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
案情在2015年出现转机。 这一年，
“天网行动”迅速铺开。 2016年8月，国际
刑警组织对戴跃兵发布红色通缉令。在中
央追逃办的指导下，湖南省、市两级追逃
办组织各部门力量对外逃人员进行“大起
底”，走访了戴跃兵的家属、战友、朋友等
关系人，摸排一条一条线索，终于掌握到
戴跃兵已潜逃境外的情况。

厚积薄发， 体制改革带来
制度优势
2017年，武冈市监委成立，随着人员
转隶和案件调查权移交，追逃力量得到进
一步汇聚整合。
当年10月，邵阳市追逃办牵头，多部
门联合下发《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戴跃兵投
案自首的公告》。 戴跃兵亲属在政策的感
召下， 逐渐从隐瞒实情转变为主动配合，
通过各种途径配合寻找戴跃兵。专案组成
员从其女友口中得知行踪后，决定立即展
开“收网”行动。
飞机落地，当公安人员宣读完逮捕决
定， 戴跃兵终究逃脱不了回国归案的结
局，积极退还贪污所得公款。
戴跃兵归案是国际司法执法合作的
又一重要成果，也是监察机关严格履行监
察法赋予的职责，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的成功实践。 他的归案再次表明，海
外不是避罪天堂，外逃只是黄粱一梦。
“不管逃得有多远，潜得有多深，恢恢
天网下，终有被绳之以法的一天。”省追逃
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外逃腐败分子只有彻
底放弃幻想，主动回国投案，争取宽大处
理，才是唯一出路。

诚信用电也能获贷款
最高可达200万元

长沙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全线“
洞通”
为今年底试运行打下基础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见习
记者 陈新）随着长沙市轨道交通3号线“东塘

站-桂花公园站” 区间左线盾构机10月13日
在东塘站破洞而出， 长沙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
实现了最关键的“洞通” 目标， 这为长沙地
铁3号线今年底试运行和明年7月运营奠定了
坚实基础。

长沙地铁3号线为西南至东北走向， 穿越
岳麓区、天心区、雨花区、芙蓉区、开福区和长
沙县， 首台盾构机于2016年4月25日始发，高
峰期有19台盾构机在地下同时掘进。 该线一期
工程西起山塘站，东至广生站，全长36.5公里，
共设车站25座，连接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
长沙火车站等高校与交通枢纽， 贯穿侯家塘、

东塘、四方坪等城市核心商圈，有利于促进洋
湖、星沙等片区与主城区联系。
长沙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地质条件复杂，
建设难度较大， 在施工过程中克服了众多困
难。 线路多处穿越河道与湖泊，先后下穿雅河、
靳江河、后湖、湘江、浏阳河、龙塘水库等高富
水风险区；多处穿越铁路干线，如京广普速铁
路、长株潭城际铁路、武广高速铁路；下穿密集
居民区以及多个市政工程， 如科教新村片区、
牛角塘片区、阿弥岭片区、侯家塘高架桥、东塘
高架桥、万家丽高架桥、人民路隧道等。

湖 南 日 报 10 月 14 日 讯 （记 者 陈 淦 璋
通讯员 龚茵梦）
“没想到诚信用电都能贷

款，而且这么方便!”近日，建行湖南省分
行举行普惠金融系列产品发布会，“云电
贷”这个创新产品，受到小微企业主的青
睐。
“云电贷”是湖南建行与国网湖南省
电力有限公司合作， 依托金融科技推出
的又一创新产品。 小微企业只要正常用
电， 缴费满2年以上， 且缴纳记录良好，
在国网商城授权业务办理， 通过电子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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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即可在线申请、 实时审批、 签约、支用
和还款。
基于企业用电信息，湖南建行向小微
企业发放纯信用贷款，最高额度可达200
万元，而且贷款可快速到账。 企业无需提
供抵押物和质押物，不仅可获得专项用于
缴交电费的“电费专享”信用额度，还可以
获得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的“自主支
用”信用额度。 今年前8个月，该行普惠贷
款新增84亿元， 给小微客户带来实实在
在的融资便利和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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