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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欧金玉

6月20日， 泸溪县41家货运船舶业主
代表， 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
府及州海事局上访， 为当地海事部门截留
应给船民的6万元碍航费讨说法。 同时，
他们也向本报进行了投诉。

船主们投诉称： 前不久， 桃源县因建
电站导致沅水封航， 有关方面给所有沅水
上游的常德、 怀化及自治州有证合法运输
船舶赔偿了碍航费， 其中泸溪县第一次给
了30万元， 当时自治州海事部门以管理费
等为理由截留了3万元。 船民们虽然对此

有意见， 但又无可奈何。 谁料， 这次第二
次封航， 有关方面共补偿21万元， 海事部
门又拿走了3万元管理费。 还把另3万元分
给了一家根本无资格参与分配的公司 （第
一次就未参与）， 这家公司的船都是上千
吨的运油船， 它们只是在泸溪县上了户，
根本未在此水域经营。 海事部门如此私扣
乱分， 导致真正利益受损的船民补偿减
少。 有一名船民诉苦说， 自己买船就投资
了100多万元， 专门运货到湖北、 长沙等
地， 封航使他的生意大受影响， 前次停运
1个半月， 他分到了8000多元， 这次停运
1个月， 只分到了4000多元。

记者采访了自治州海事局副局长张永
明。 他介绍， 桃源修电站影响了泸溪县船
民的利益， 根据有关规定应该给船民支付
碍航费。 第一次封航45天， 有关方面支
付了30万元。 第二次封航1个月， 对方
又支付了21万元。 张永明解释说， 第一
笔碍航费分下去后， 船民们并未提出异
议。 此次引发投诉， 主要是因为有一家
过去运输油品的公司3艘船参与了分配，
按12元每吨的标准分走了近3万元钱 。
上访船民认为这3艘船不能参与分配，
张已答复船员 :海事部门是按相关规定分
配给这3艘船碍航费的。 至于海事部门

截留6万元钱确有此事。 主要是因为给
船民争取此费用， 州、 县海事部门多次
到桃源和省里开会、 沟通， 海事部门花
了不少费用， 第一次便留了3万元钱作
为工作经费， 其中泸溪县海事部门2万
元， 自治州海事局1万元。 第二次封航
的碍航费， 海事部门照样留下了3万元，
按上一次比例分配。

船民对此作法很气愤： 海事部门作
为一个政府机构， 本来就是为船员搞好
服务的， 工作经费理应由国家财政保
障。 如此截留船民的碍航费， 不是雁过
拔毛吗？

张远松： 生态
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 人是生产
力最核心的要素 。
环境好了， 老百姓
的幸福感提升了 ，
才能更好地发展生
产力。

“靖州杨梅节
吸引全国各地6万
余名游客前来观光
旅游， 与客商签订
投资项目21个，投
资总额达 14亿元
……”6月18日，置
身火红梅林，远眺翠绿飞山，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县长
张远松与记者谈起杨梅节的成果，一脸灿烂。

靖州森林覆盖率高达74.1%， 活立木蓄积量942.8
万立方米，居全省前茅，是全国生态示范县、绿色小康
县。与张远松谈民生，自然离不开生态。他认为，单从民
生角度来看，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而人是生
产力最核心的要素。 环境好了， 老百姓的幸福感提升
了，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

张远松说，人类文明的演化、进步，总是离不开森
林的呵护与支撑。 党的十八大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 首次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
的宏伟蓝图， 对靖州而言， 推进生态文明落实在行动
上，就是要种好“经济树”、“生态树”、“新风树”。

张远松说，种好“经济树”是解决林农致富奔小康
的问题，依托靖州的资源，要抓好杨梅、茯苓、山核桃、
工业原料林等特色林产品基地建设。靖州现有5万亩杨
梅林，准备在“十二五”期间扩充到10万亩，并着力解
决好杨梅良种选育、标准化种植、冷链物流等问题，让
杨梅成为林农致富的“金果”。 种好“生态树”，就是要
针对薄弱环节，推进城边、路边、河边“三边”绿化，在提
高造林成活率的基础上，建立长效机制，确保“三边”绿
化取得实效。要将“三边”绿化林纳入生态公益林范围，
由政府对林农进行补偿。种好“新风树”，是在全县倡导
一种扩绿、护绿的文明新风。 近年来，全县开展了捐植
“希望林”、“青春林”、“忠孝林”、“党员助残林”和“为绿
色靖州增加一片绿色”等活动，增强了社会各界保护生
态环境的意识。

“留住绿，就留住了幸福。 ”张远松动情地说。

沪深股市全线暴跌
上综指、 深成指分别

下跌2.77%和3.25%，71只
湘股仅4只上涨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肖建生）今
天沪深股市全线暴跌， 其中上海综合
指数下跌59.43点，收于2084.02点，下
跌幅度为2.77%，跌破了2100点心理点
位，成交681.6亿元，下跌的股票为893
只，上涨51只，平盘50只；深圳成分指
数下跌273.76点，收于8147.48点，下跌
幅度为3.25%，成交793.3亿元，下跌的
股票为1425只，上涨77只，平盘73只。

今天湘股全线下跌，71只股票除3
只停牌未交易之外，共有64只下跌，只
有4只股票上涨，其中上涨幅度最大的
时代新材，涨幅只有2.76%；而下跌幅
度最大有金瑞科技、凯美特气、岳阳恒
立、永清环保、中航动控，下跌幅度均
在7%以上， 其中金瑞科技下跌幅度为
9.9%。

一些证券分析人士表示， 今天上
综指已经跌破2100点重要心理关口，
下一步将考验前最低点1949点的支撑
力度。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指数重心
下移短期内难以改变。

有人自杀？ 扒手自残！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陈永刚）今天上午，长沙刘

姓市民向本报96258热线报料， 有人貌似抢劫被抓后
自杀。

经本报记者核实：今早8时左右，长沙八一路和迎
宾路交汇处附近， 反扒便衣民警在公交车上抓获一名
扒手， 嫌疑人持刀反抗， 被制服后掏刀片划伤脖子自
残，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急救。

早上8时多，市民李女士听到自己商店外面吵吵闹
闹，有人大喊“把刀放下来”。 李女士往外一看，发现身
穿便衣的一男一女正在追赶另一名男子， 被追赶的男
子手持一把6寸长的弹簧刀， 被便衣男子一把抱住，夺
下其手中的弹簧刀， 便衣女子将男子右手铐在路边栏
杆上，并从男子身上抽出一台白色直板手机，把弹簧刀
也一起摆在地上取证。

被铐男子趁人不注意，竟掏出一块刀片，对着自己
脖子划了一刀，鲜血直流。 围观市民帮助其止血，随后
韭菜园派出所民警和长沙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民警以及

“120”急救车均赶到现场，男子被送上急救车。

湘大兴湘学院研究生考取率
居全国同类学院前列

本报6月20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蒋海文 夏
俊杰） 近日，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2009级电子信息工
程班刘玲同学在毕业典礼上显得格外高兴， 她不仅以
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而且刚刚收到了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除刘玲以
外， 该院还有3名学生被录取为世界百强高校的硕士
研究生。

据不完全统计，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2013届毕业
生中已有275人被录取为国内外高校硕士研究生。 长
期以来，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始终倡导“高品位做人、
高层次成才、 高水平就业” 的人才培养理念， 将考研
工作作为学生高层次成才的一项特色化、 常态化的重
要工作来抓， 通过举办考研动员会和经验交流会， 开
办考研英语、 数学等公共课免费培训班， 开放专门的
考研自习室， 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考研， 并将考研工
作作为班主任绩效考核的重要评价指标， 营造了“教
学严谨、 学风浓郁、 考研蔚然成风” 的良好氛围。

近4年来， 该院研究生考取率保持在20%左右，
居全国同类学院前列， 并有一批优秀学生考取国内外
知名高校研究生。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罗海波

[判决结果]
6月19日， 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判

决的一起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件生效。被
告人唐新军、唐卓采取非法手段获取成人
高考、四六级英语考试、研究生考试等试
题，兜售考试答案，协助他人作弊牟利，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管制六个月。

[案情回放]
2011年， 零陵区人唐新军在网络上

建立助考QQ群 ，称可通过 “高科技 ”帮助
考生通过成人高考及各类资格考试，并购
买了可近距离传送信号的 无 线 器 材 。
2012年10月成人高考期间， 唐新军伙同

同乡唐卓冒用考生名义进入考点，利用微
型照相机将数学、英语、政治、语文等试题
拍照带出，在获取试卷内容后，由自己及
网上找人作出答案，再返回考点，采取在
高楼发射 、 厕所转交的方式传送答案 。
2013年1月全国研究生考试期间，二被告
人在宾馆调试设备时被当场抓获。 经查，
唐新军作为主犯，在各类考试中协助他人
作弊10余起，与20余名考生、家长交易 ，
共非法牟利5万余元。

[法官说法]
此案承办法官欧志凯说， 本案中，二

被告人在考试过程中摄取考题作弊，其行
为侵犯的对象属国家秘密。

《刑法》第282条规定，以窃取、刺探、

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本案中，唐新军、唐卓的行为已
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根据二被告人
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法院作出上述判
决。

[温馨提示]
非法助考构成犯罪；作弊考生如被发

现，除成绩作废外，此后几年内还将取消
考试资格。

本报6月2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钟群 杨浩）近日我省石门、四川眉山
等地发生学生肠道传染病聚集疫情，随着
气温不断攀升，我省仍然存在局部地区暴
发和流行细菌性痢疾、感染性腹泻等常见
肠道传染病的风险。 最近，省疾控中心发
布夏季肠道传染病防病提醒：做好“三管
一灭”，即管理好饮食卫生、饮水卫生、粪
便卫生，消灭苍蝇。

根据我省历年监测数据显示，每年从
5月份起，肠道传染病发病开始逐渐增加，
7-8月发病数最多。 从今年的监测数据来
看，5月份我省已经发生2起食物中毒和1

起细菌性痢疾暴发疫情。 与今年4月相比，
细菌性痢疾发病增加32%，伤寒/副伤寒发
病增加45%，手足口病发病增加43%。

专家提醒，尽量不要到卫生条件差的街
头摊点就餐，尽量在外少吃凉拌菜和肉类烧
烤食物，尽量少进食生冷食品，尤其生食蔬
菜。同时，注意家庭饮食卫生，食物制作要加
热3分钟以上； 冰箱内储放的食品经卫生处
理后才能进食。 加工凉拌菜时，加工者要把
双手清洗干净， 要用专用的熟食案板和刀
具，生菜在加工前用开水过一下，盛放凉拌
菜的容器要专用。

省疾控中心流行病防治科刘富强博

士特别提醒，我省近年来基本上每年均有
从外省入湘的甲鱼分离出霍乱弧菌的案
例，霍乱疫情均为农村聚餐时，使用甲鱼
等水产品在加工过程中交叉污染食品容
器所致，酒宴加工人员要严格做到生熟分
开，农村聚餐要尤为注意。

肠道传染病主要有恶心、呕吐、腹痛、腹
泻、食欲不振等胃肠道症状，有些可伴有发
热、头痛、全身中毒症状，有些肠道传染病来
势十分凶险，如霍乱和中毒性细菌性痢疾、急
性食物中毒等，若不及时治疗，可引起严重并
发症，导致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专家提醒，一
旦发生不适要及早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段涵敏）农
产品检测是食品安全的“眼睛”，也是
农产品质量安全最后一道防线。 作为
2013年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之
一，今天下午，农产品检测机构开放日
活动在长沙市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举
行。 记者获悉，该中心目前例行监测农
残定量检测50种农药，2012年长沙市
蔬菜“国检”合格率为96.7%。

长沙市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主任
易泽夫介绍， 目前全省蔬菜农残快速
检测的合格率已经稳定在98%以上，依
靠速测发现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越来
越难，只有加大定量检测，才能更好发
现和解决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长
沙马王堆和红星两大蔬菜批发市场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更突出， 从2012
年下半年开始， 该中心对两大蔬菜批
发市场的蔬菜进行定量检测。 今年该
中心计划定量检测农产品2500批次，
覆盖长沙市大中型蔬菜市场和超市。

专家提醒， 夏季叶类蔬菜农药残
留风险大， 可用清水泡15分钟左右减
少农药残留， 建议市民按季节购买果
蔬，因为反季节果蔬常大量施化肥、农
药催熟及违反安全间隔期的规定上
市。

自治州海事部门雁过拔毛
截留船民碍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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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获取考题被判刑

以案 �说法

———预防常见疾病专家支招
省卫生厅疾控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

夏日肠道传染病激增
省疾控中心发布提醒：注意“三管一灭”

6月20日， 衡阳市城区核心地段解放大道， 实地测量的路面温度高达45摄氏度。 连日来， 炎炎烈日 “烘烤” 湖南， 湘北、 湘东
成片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 省气象台已连续6天拉响高温预警。 彭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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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长 话民生

留住绿，
就留住了幸福
———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县长张远松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景武 黎明 刘杰华

长沙市蔬菜“国检”
合格率96.7%

张远松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