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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黄元发 吴文平 贾建华 刘飞 ）
近日， 邵阳县岩口铺兴牧养羊专业合作
社出售努比亚黑山羊102只， 收入15万
元。 黑山羊养殖是邵阳县发展的林下经
济之一。

2008年以来， 邵阳县农林部门为促
进林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发动和支持农
民在不影响林业正常生长、 不降低其生
态功能的前提下，组建专业合作社，开发

林下经济。 目前，全县发展林下经济近5
万亩，去年为3万多农户共增收9000多万
元。 他们探索出多种林下经济模式，其中
受到专家肯定、效益较好、达到一定规模
的有8种。 最近，省林业厅组织专家到该
县考察后，认为这8种林下经济模式值得
推广。

这8种模式是： 林药模式， 即在林
下种植金银花、 黄精、 丹皮、 百合、 桔
梗、 田七、 白术等药材， 目前种植面积

在1.3万亩以上； 林禽模式， 即林下养
鸡、 鸭、 鹅等，所养家禽品质好、价格高，
全县已发展养殖大户166户； 林畜模式，
即林下养猪、羊等，已有大户300多户；林
花模式，即林下种花卉苗木，全县已
建立林下花卉合作社19个， 入社农
户1600户，花卉苗木年收入1600万
元；林蜂模式，即林中养蜂，全县已
有养蜂专业户200多户，年增收600
万元以上；林烟（果）模式；林菌模

式；家庭农场模式。 目前，全县已成立林
烟（果）专业合作社47家，发展林下培植
木耳、 香菇、 灵芝等食用菌专业户63
户， 创办林下经济家庭农场1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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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阵雨 21℃～32℃
湘潭市 多云 25℃～32℃

张家界 阵雨转雷阵雨 23℃～34℃
吉首市 多云转雷阵雨 22℃～31℃
岳阳市 多云转阵雨 23℃～31℃

常德市 多云转雷阵雨 23℃～33℃
益阳市 多云转雷阵雨 23℃～33℃

怀化市 雷阵雨转小到中雨 22℃～29℃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24℃～30℃

衡阳市 多云 25℃～33℃
郴州市 多云转阵雨 25℃～34℃

株洲市 多云 25℃～32℃
永州市 阵雨 23℃～31℃

长沙市
今天多云间晴天，明天阵雨转大到暴雨
南风 ２ 级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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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李劲） 5月底， 我省第一轮特色
县域经济重点县评选结果出炉， 新化县
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强劲步伐， 荣获
这个组别的第一名。 近3年， 新化文化
旅游收入年均增长7成， 正成为湘中文
化旅游的龙头。

新化是梅山文化的核心区域， 是中
国梅山文化艺术之乡、 中国蚩尤故里文

化之乡、 全国武术之乡、 中国山歌艺术
之乡、 中华诗词之乡。 为用活这些旅游
资源， 自2001年以来， 新化就设立了旅
游发展专项资金， 2009年又组建了国有
独资的新化县旅游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并注入资金5000万元作为旅游开发
资金。

在加紧旅游开发的同时， 世界农业
遗产紫鹊界和“亚洲最美的地质博物

馆” 梅山龙宫先后建成国家4A级景区并
申报国家自然、 文化双遗产， 梅山傩戏
和新化山歌入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梅山武术跻身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资江北塔、 罗盛教纪念馆、 杨氏宗
祠、 维山古墓壁画等列入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范围。 近3年， 新化又完善了紫鹊
界梯田、 梅山龙宫、 大熊山景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 熊山寺、 中华蚩尤始祖文化

园、 城市风光带等旅游标志性工程即将
建成， 创建了水车镇、 下团村、 正龙村
等省级特色旅游名镇、 名村， 并培养壮
大了一批旅游骨干企业。

目前， 新化正按照“旅游立县” 的
战略， 打造大紫鹊界旅游区、 大熊山旅
游区两大引擎， 到2015年实现旅游收入
110亿元， 将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全县
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山里娃的快乐“节日”
杨卫军 隆清泉 杨能广

“今天， 警察哥哥姐姐们和我一起上学， 陪着我们走
了1小时山路， 还给我们上课， 送来了新课桌、 书包和文
具， 我心里好高兴！” 近日， 新邵县大新乡邓东小学四年级
学生张意凤满脸兴奋。 这天， 省公安厅交管局组织39名青
年志愿者， 来到新邵偏远的大新乡邓东小学， 开展“同走
求学路， 共圆中国梦” 体验助学活动和“为民务实清廉”
教育实践活动， 让孩子们过了一个快乐的“节日”。

邓东小学距新邵县城50余公里， 群山连绵， 道路崎岖，
不通公路。 学校仅有一栋旧房子， 现有5个班、 86名学生、
5名教师。 学生中80%以上为留守儿童， 他们每天上学平均
要步行6公里多的山路， 最远的来回要走10公里。 这天一
早， 来自省城的民警们分别赶到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小学生
家中。 他们大手牵小手， 沿着一条条崎岖山道， 朝学校走
去， 一路上留下欢笑声。

上午， 5位民警分别给孩子们上了语文、 美术、 音乐、
舞蹈和武术散打课。 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让孩子们大开眼
界， 课堂上不时响起掌声和欢笑声。 平时孩子们眼中威严
的民警， 一个个成了和蔼可亲的老师。 民警们还着上标准
警服， 戴上洁白手套， 像现场执勤一样， 在操场上表演了
交通手势指挥操， 讲解了简单的交通标志、 标识。 紧接着，
交通标志有奖问答和赠送小礼物将活动推向高潮， 一个上
午在欢乐中不知不觉过去了。

民警们还给孩子们带来了丰厚礼包， 有助学爱心捐款、
学校重建捐款7.6万余元， 还有电脑、 课桌、 书包、 文具、
书籍、 体育器材等。 据省公安厅交管局到新邵交流挂职任
副县长的张向军介绍， 今年邓东小学将在村民较集中的地
方易地重建， 预计下学期孩子们就可在新校上课了。

湘潭3招
整治环境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赵波）6月5日是世界环
境保护日。 6月4日上午9时，湘
潭市环保局牵头组织开展的该
市首次机动车排气污染执法检
查行动启幕。 执法人员上路不
久，就发现了一辆冒黑烟的中巴
车，在交警配合下对此车进行了
检测，并按检测结果下达了限期
整改通知书。 与此同时，他们新
建的4个机动车环保检测站1个
小时内对近10台排气超标车辆
作了相应处理。此举拉开了湘潭
市迎接世界环保日的序幕。

整治烟囱污染，是他们当日
支出的第二招。 上午10时，随着
湘潭市环保局局长苏国军一声
令下，“轰隆”一声，屹立在湖南
科技大学校园内多年的一根烟
囱被安全拆除。 以此为起点，该
市将对10蒸吨以下的锅炉进行
清洁能源改造。

下午1时半， 湘潭市环保局
开展第三招———对城区内的餐
饮油烟整治工作进行督查。他们
对位于建设南路友谊广场、芙蓉
路新一佳附近的两家酒店进行
现场检查，对存在的问题作出整
改处理意见。市环保局负责人对
在场记者郑重承诺：在今年12月
31日前，实现对餐饮业单位（含
单位内部职工食堂）产生的油烟
污染进行净化处理，实现油气分
离，确保油烟达标排放。

忙乎了大半天的苏国军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今天开展的3
个活动，是湘潭市环境工作必须
突破的大事、难事。 环保管理部
门既要把基础工作做好，又要敢
于捅马蜂窝，勇于履行好法律赋
予的权责。

打造5分钟快速反应
巡逻防控圈

常德推出“四警合一”警务模式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吴林芳）“我们将

彻底改变交警只站马路、110处警只管接警处警、巡特警只管
巡防、派出所只管治安的局面。 ”日前，覆盖常德市城区的8个

“四警合一”综合警务站正式运行。今后群众紧急报警、求助，
或遇到交通事故、突发事件，到场的无论是交警、巡特警还是
110民警、派出所民警，都可及时处置。据了解，“四警合一”警
务模式，在我省尚属首创。

为了打造集打、防、管、控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的综合警务
实体，常德市在市内繁华街区、要害部位等重点区域，建立8
个“四警合一”警务站（大队），把主要警力摆上市区街道路
面，与社区联勤联控，实现街区、社区两个“面”的警务互动呼
应、无缝对接，全时空打击犯罪、零距离服务群众。 如街面发
生“两抢”案，警务指挥链条将从原来的受理、接警、调度、出
警、处置、移送、处理缩短为“警务民警一竿子负责办理到
位”；所有警力由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统一调度，街头警务
站和哨卡、巡逻车、手持台装配GPS定位系统，打造城区5分
钟快速反应巡逻防控圈。 据了解，8个“四警合一”警务站（大
队）共配备民警、协勤各300名，警力占市区总警力近三分之
一。

据常德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胡丘陵介绍，“四警合
一”让每个民警都可以承担起巡逻防控、治安案件处理、交通
事故现场先期处理、轻微交通事故调解、交通疏导和接受群
众报警求助等多种事务。

茶陵生产性传承
保护"非遗"

本报6月4日讯 （通讯员 黄娜丝 记者 周怀立）5月底，
茶陵县城关镇腊园社区一家大蒜加工厂开张，一坛坛腌制好
的大蒜被送往县城的餐馆、饭店、超市。 目前，该县有大蒜及
豆腐乳加工厂50多家，而大蒜、豆腐乳加工是茶陵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茶陵采用生产性传承形式保护“非遗”，受到
省有关专家好评。

为使“非遗”发扬光大，近年来，该县组织专门人员，收集
整理了“蓝印花印染工艺”、“苏区歌谣” 、“大蒜加工”等几
十个“非遗”项目原始资料，并综合运用文字记录、数据采集、
音像录制等方式进行抢救性保护。同时，为保持“非遗”活力，
他们积极探索，多措并举，对可以产业化的项目大胆进行生
产性传承保护，对有表演特性的项目，则引导其融入群众文
化生活中，取得良好效果。

客家火龙是茶陵县第一批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的项目。为保护传承这一项目，县财政拨出专项经费，支
持75岁的客家火龙第三代传承人曾龙祥， 开设舞龙培训班，
并有偿参与民间节日、喜庆等活动，使这一项目得以延续传
承。

通讯员 段惟杰 本报记者 黄晓辉

推土机轰鸣着平整土地， 技术人员在
紧张有序地进行测量……日前， 洪江市付
氏豆腐乳加工厂扩能改造工地上一派繁
忙。 该厂董事长付松宝激动地说： “这都
多亏了市委、 市政府大力支持！”

付氏豆腐乳以其考究的工艺早已声名
在外，曾获袁隆平院士称赞，并享誉中部六

省农博会。 去年底，中央电视台“行走的餐
桌”纪录片摄制组慕名前来，在厂里取景。

产品质量优、 名声大， 卖得自然好。
近年来， 付氏豆腐乳销售市场逐渐覆盖怀
化、 常德、 长沙等地。 产品供不应求， 本
该高兴， 付松宝却犯了愁。 原来， 由于厂
房限制， 他不得不推掉一些找上门来的订
单。 正在他为此苦闷时， 洪江市委副书
记、 市长向守清， 市委常委、 副市长钦黄

友和副市长蒋辅华先后主动找他了解情
况、 进厂调研、 联络相关部门， 解决发展
困难。 最终， 与原雪峰木材站达成住房、
土地等长期转让协议。

据悉， 付氏豆腐乳加工厂新生产线将
在8月底建成。 扩能改造后， 年产值将达
400万元， 安排就业120人， 还将带动雪峰
山区辣椒、 茶油、 黄豆及油菜生产基地的
发展。

新化县 文化旅游领跑湘中

邵阳县 林下经济生机勃勃

本报6月4日讯 （通讯员 凌波 郑芳 记者
张斌）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透露，该院
于5月28日对傅剑威等26名被告人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进
行了宣判。

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
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
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判处被告人傅剑威
有期徒刑18年；以抢劫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拘禁罪，判处被告
人刘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其他2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
处16年至1年6个月有期徒刑。法院对该黑社会
性质组织聚敛的数千万元财物及其收益予以
追缴、没收，上缴国库。

法院审理查明， 该团伙成员多为衡阳
人。 为了牟取非法利益，称霸一方，傅剑威
先后纠集与其歃血为盟的“老兄弟”刘艺等
人及其“直接小弟”李玉国、唐荣平、刘阳等
人，逐步形成以其为组织者、领导者的犯罪
组织。他们有组织地通过聚众赌博、强揽工
程、 非法高利放贷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

额钱财，非法获利数千万元；以暴力、威胁
或者其他手段， 有组织地实施非法买卖枪
支1起、 非法持有枪支4起共计枪支4支、抢
劫2起、故意伤害3起、聚众斗殴2起、寻衅滋
事7起、赌博1起、非法拘禁1起以及非法高
利放贷100余起。 该组织在衡阳市大肆进
行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为非作恶，欺
压、残害百姓，挑衅国家公权力，严重破坏
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特别是追逼高
利贷直接导致严重罪案的发生， 造成了极
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衡阳中院审结26人涉黑案
主犯傅剑威获刑18年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梁斌 陈烈铭 李新琼）近日，耒阳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经缜密侦查， 在郴州市将潜逃17
年，曾造成10人死亡、8人重伤、5人轻伤的
特大交通事故肇事犯罪嫌疑人刘某斌抓获
归案。

刘某斌是耒阳市公平圩镇新山村人。
1996年7月21日，他在耒阳驾驶一辆载客中

巴车，弯道超车，占线行驶，与桃源县司机驾
驶的一辆大货车相撞， 造成10人死亡、8人
重伤、5人轻伤。 交警经现场勘察调查，认定
刘某斌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
后，刘某斌假借治疗名义潜逃。

多年来， 耒阳交警大队对该案的侦破
工作从未停歇，并对刘某斌上网追逃。 今年
5月30日， 交警大队民警在侦查中发现，刘

某斌已于近年办理了二代身份证。 有了身
份证，就必然有活动踪迹。果然，在郴州市公
安局登记的暂住人口系统里，民警搜索到了
刘某斌遁迹了多年的身影。 民警火速奔赴
郴州，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迅速摸清了
刘某斌的藏匿地点。 民警克服重重困难，在
刘某斌住地蹲守，成功将其抓获。

目前，刘某斌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流窜17年难逃法网

耒阳特大交通事故肇事者被抓获

6月4日清晨， 花垣县麻栗场镇文笔峰下， 青山、 绿树、 民房在薄雾中若隐若现， 形成梦幻般的美景。 近年来， 该县大力实施农村 “脏
乱差” 整治和绿化工程， 全县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7.9%， 苗家山寨重现山清水秀。 龙艾青 摄

旅游收入3年增长7成

助农年增收9000多万元

身边���的美丽

“付氏豆腐乳”扩能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