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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天，
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 全省司法鉴定行业推进
规范整改工作近一年， 全省共注销不符合规定
的鉴定机构107家， 注销1465人的鉴定人资格，
进一步规范了司法鉴定执业行为， 提高了司法

鉴定质量和公信力。
规范整改工作从今年初开始， 内容包括梳

理鉴定机构、 鉴定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或执业
条件， 申请设立鉴定机构的主体法人或其他组
织是否被依法终止，鉴定机构、鉴定人是否存在

擅自停业、歇业超过一年的情况，鉴定机构必备
仪器是否配置齐全等10项重点内容。

规范整改开展以来， 全省除了注销不符合
规定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还行政处罚立案11
起，8家司法鉴定机构、10名司法鉴定人受到行
政处罚，1名司法鉴定人停止执业9个月；另有多
家司法鉴定机构、 多名司法鉴定人受到行政处
理。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
员 陈代辉）今天，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文
烈宏等25名被告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等罪案， 在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公开开庭审理。

常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自2002年，
文烈宏大肆向省内一些企业主发放高利贷，并
在长沙市内各大宾馆开设赌场、组织赌局、提供
赌资结算， 吸引、 招揽众多企业主参与赌博活
动，从中抽头渔利。2009年，文烈宏招募被告人
佘彬、 龚浩等人采用非法拘禁等暴力手段追讨
高利贷债务和赌债。2010年2月， 在被告人姚跃
的建议和帮助下， 文烈宏注册成立湖南宏大典
当有限公司， 以公司化模式高利放贷、 暴力讨

债、开设赌场，逐步建立以被告人文烈宏为组织
者、领导者，被告人舒开、佘彬、龚浩为骨干成
员，被告人刘初平、王峰、姚跃、易辉跃、文雅为
积极参加者，被告人陈致富、胡高生、张祥伟、黄
泽孟等16人为其他参加者的较稳定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 该犯罪组织通过有组织地长期实施非
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诈
骗、开设赌场、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
经济利益，在案查封、扣押、冻结该组织涉案资
产12亿多元； 致使多名合法利益受损的企业主
不敢举报、控告；严重干扰、破坏多家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工作秩序，致使其经营活动陷入
停顿，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停工烂尾，从而引发
多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长沙市岳麓区、常德

市鼎城区等地造成重大影响， 严重破坏当地的
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常德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9月20日对文烈
宏等25名被告人分三案提起公诉。 常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保障了各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对未
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请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派提
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担任辩护人。28名辩护人在庭
前分别会见了被告人，并查阅了全部案卷。常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召集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召
开庭前会议，就案件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举
证质证方式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将依
次对三案分别公开开庭审理。

案件审理时间预计持续8至15天，被告人亲属、
社区群众和新闻媒体记者等100多人旁听庭审。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胡盼盼

【人物名片】
陈韦光，男，1988年出生，郴州市北

湖区人，青年共享社区“星也共享家”品
牌创始人、CEO。

【人物故事】
“报名通道开通第一天，就有2000

多人申请。”11月28日，回忆半年前“星也
共享家”成立的情景，陈韦光激动地说，
“当初没想到这么火爆，远远超出预期”。

年轻人，总想趁着年轻在外为梦想
拼搏一翻。大学毕业后，陈韦光回到家
乡， 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家族企业工
作，但他不想一直在庇荫下生活。2013
年，他辞掉工作，从事酒类销售工作，短
短一年，就创造了1000万元的业绩。之
后，陈韦光想尝试更多的挑战，于是到
长沙转做项目工程。

租房，是年轻人为梦想打拼的第一
道难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房住不
炒、租售并举。这让陈韦光看到了机会。
他瞄准集中式、服务式长租公寓的市场

空缺，尝试“创业+社交+居住”的长租
公寓模式， 把青年聚起来， 一起创业。
2018年5月，陈韦光和小伙伴在岳麓区
租下一栋老旧小区的建筑进行装修，成
立了青年共享社区———“星也共享家”。

记者看到，在“星也共享家”里，有
52个不同的户型， 还设置了公共的厨
房、阅读区、分享交流区、健身房等。在
这里，人们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健身，
更有各种创业分享会、读书交流会。

“传统公寓，租户们缺乏交流。除了
住房，年轻人也有创业和社交需求。”陈
韦光介绍，长沙“空巢青年”已达80万
以上， 他们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捷，又
无法摆脱长期脱离线下的孤独感，渴望
面对面陪伴。

“星也共享家”为在外打拼的年轻
人提供休息的地方，更为有梦的年轻人
提供创业交流的平台。陈韦光说：“创业
灵感来源于电视剧《奋斗》，一群80后
居住在一个废弃工厂改造的房子里开
始了自己的奋斗故事。 就像90后熟悉
的《爱情公寓》，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
最爱的人就住对面。”

与一般公寓不同，星也并非来者不
拒，要入住必须经过面试。“面试官会从
预约租客中筛选优质对象发放入住资
格，并为租户们提供交流平台，对住户
提出或拥有的项目给予孵化支持。门槛
是创业者或创业链条上的配套人员，如
IT、法律、会计、媒体等从业者。”陈韦光
解释道。

陈韦光的做法得到了共青团长沙
市委和共青团岳麓区委的肯定。2018
年10月，共青团岳麓区委授予“星也共
享家”“青年之家”称号。

“我们正在建设众创中心，引入企业
为星客们的创业项目开展孵化支持。目
前已经有两个项目签约。” 陈韦光表示，
未来3年，将会借助“互联网+”把“星也共
享家”推向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主要
城市，逐步打造以“星也共享家”青年公
寓平台为依托的品牌生态圈。

文烈宏等25名被告人涉嫌
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案一审开庭

来一次社交、创业
与租房的“碰撞”

107家司法鉴定机构被注销

� � � �陈韦光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
共青团湖南省委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于振
宇） 湖南中医药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
长、 湖南中医药研究院原院长谭元生
（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湖南省监

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近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受贿罪对谭元生决定逮捕。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省检察院对谭元生决定逮捕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贵新 王利平

“千经万典孝悌为先，积钱积谷不如积德，买田
买地不如买书”。12月初，走进隆回县七江镇建华村
阳福安家里，挂在大门上的家训牌匾格外醒目。

在建华村，共有800余户村民制作了家训牌匾，
全村还建了102家书屋，并制定了12条村规民约，用
文化和道德的力量，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102个农家书屋，用知识助民富民
走进建华村，育才书屋、智慧书屋、启智书

屋等书屋目不暇接。 每家书屋藏书少则两三百
册，多则数千册，包括科技、名著、少儿等各种类
别。这些书以及书柜，都是建华村的教师欧阳恩
成从全国各地“化缘”来的。

欧阳恩成是党的十五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几十年来致力于乡村教育。他说，知识就是力量，改
变贫穷落后要从学习文化知识开始。现在，建华村
共有102家书屋，总藏书超过了8万册。走进书屋读
书的人，除了本村的，还有周边村的。

初中没毕业的农民刘期贵，是村里各家书屋的
常客。书读得多了，他就自己动笔写文章，已在国家、

省、市等报刊发表作品70余万字。村民欧阳锡前，通
过学习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在家里开了个超市；
通过学习农业技术和养殖技术，学会了稻田养鱼。

800余户村民挂出家训，传承好家风
建华村三组欧阳海杰，祖上传下了“耕读为

本，勤俭立身，志在四方，心系乡情；为国忠精，
孝悌为先，礼行天下，义撼山川；知羞知耻，谦洁
自爱，家和兴旺，仁爱永存”的家训。他把家训写
下来，挂在家门口，时时教育鞭策子孙。

该村七组的阳梅栋和阳龙豪是亲兄弟，两
人的房屋建在一起，屋后的几块菜地，兄弟各占
一半。他们父亲去世后，两兄弟对菜地产生了争
执，刚开始是兄弟吵，后来发展到两家人分为两
个阵营一起争。 赶来劝架的村民看到他们家大
门口挂的家训“兴家最贵者勤，治家最贵者俭，
富家最贵者智，齐家最贵者和”，就指着家训说，
兄弟本就是一家人，应该以和为贵。兄弟俩感觉
有违祖训，羞愧难当，当即言和。

2017年，建华村党支部组织全村党员和村支两
委干部立家规、挂家训、振家风，得到村民的广泛支
持，全村有800余户村民在家门口挂起了家规家训。

12条村规民约，树立文明新风
“以前办场丧事少则五六万元，多则十几万

元，让村民苦不堪言。” 建华村红白理事会会长
欧阳美哉说。

改变，始于2017年村规民约制定以后。该村
的村规民约共12条，涵盖社会公德、综治与纠纷
调解、除陋习树新风、交通安全等方面。

为刹住大操大办的歪风， 该村成立了红白
理事会。以前结婚办酒，为了攀比摆阔，甚至跑
到县城办酒席。欧阳美哉介绍，现在婚事要求新
办，严格控制出席宴席人数，并且亲戚之间的礼
金控制在200元以内， 不聘请高价婚庆公司，不
摆放彩门，尽量少放烟花爆竹。

该村还建立丧事报告制度，发生丧事后，当
事人要在第一时间报告村红白理事会， 并签订
丧事简办承诺书。前不久，村民欧阳文彪的母亲
逝世，丧事未收礼，仅开了一个追悼会。

村规民约还规定， 严禁酗酒闹事、 打架斗
殴，严禁在网络上信谣、造谣、传谣等。

村规民约公布后， 建华村村容村貌发生了
显著变化，村庄干净整洁，文明风气浓郁。

建农家书屋，挂家规家训，立村规民约———

“精神明灯”照亮小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