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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刘贤安

4月8日上午， 位于安乡县大鲸港镇的水产
交易市场，秩序井然，一派祥和。 在一种当地称
作“冷古仔”的小鱼摊位前，从益阳南县赶来进
货的鱼贩老张乐呵呵地告诉记者：“自从那伙人
被依法打击后，小鱼市场恢复了自由，我们做生
意的越干越起劲。 ”

老张所说的“那伙人”，就是以安乡人刘某
文、 刘某友、 严某兵为主组成的涉恶团伙。 从
2017年9月开始，这些人实行“小鱼儿联营”，强
迫外地前来进货的鱼贩，签署所谓的《安乡县水
产收购销售运行协议》， 并逐户收取5000至
10000元不等的押金，声称不交押金就不能在安
乡收鱼，交押金后只能在刘某文处收鱼，不能与
安乡其他鱼贩直接交易，否则没收押金，以此控
制他们的进货渠道。

同时，该团伙以跟踪、巡逻、威胁和殴打等
方式，垄断安乡县多地的“冷古仔”交易市场，通
过调控这种小鱼的价格， 对渔民和客商实行强
买强卖，从中赚取差价，上演“大鱼吃小鱼”。

安乡渔民周师傅告诉记者， 该团伙为了牟
利，要求渔民将鱼低价卖给他们。 2017年11月，
因为刘某文给出的收购价太低， 周师傅便联系
了另一家买主，不料被刘某友跟踪发现，刘某友
当即叫来一群人，砸坏周师傅的车，强行制止了
交易。

去年5月， 安乡警方接到多名受害人报案
后，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了专案组，并积极发动
群众检举揭发。 经查，该团伙内部分工明确，刘
某文负责收鱼、卖鱼，决定收购和销售价格，刘
某友主要负责联营期间的市场管理， 严某兵则
负责记账，其余成员入股分红，各司其职，联合
垄断市场。 联营期间，该团伙气焰嚣张，对多人
多次进行强迫交易，交易金额达45万元，严重破
坏了安乡水产市场的交易秩序。

去年6月，该团伙主要成员刘某文、刘某友、
严某兵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今年3月14日，安乡县人民法院以强迫交易
罪分别对刘某文、刘某友、严某兵判处1年零3个
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小鱼儿联营”涉恶团伙覆灭

“做生意的
越干越起劲”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刘灵宁 ） 今天， 国际标准化组织烟
花爆竹技术委员会（ISO/TC� 264）工作组国
际会议在长沙召开， 来自国内的专家和西班
牙、法国、以色列等国专家对烟花特定化学物
质的检测方法、 烟花燃放通用指南进行了讨
论修订。 烟花特定化学物质的检测方法提出
10部分标准， 其中9部分由我国主导研制；烟
花燃放通用指南在我国标准基础上制定。

会上， 与会专家研讨了由我国提出的
《烟花-特定化学物质的检测方法》系列标准
和在我国国标基础上主导制定的《烟花燃放

通用指南》，完成了关键技术内容的研制，将
推动国际标准草案早日发布。

烟花特定化学物质的检测方法，主要规
定了烟花中特定化学物质的定性和定量分
析的方法，是烟花检测方法标准，为全球烟
花检测提供技术性参考； 烟花燃放通用指
南， 主要内容为烟花燃放的术语和定义、燃
放等级、燃放作业技术、安全管理以及安全
评估，作为烟花燃放的技术指南，为全球烟
花燃放提供技术性参考。

国际标准化组织烟花爆竹技术委员会
自2012年成立以来，已颁布实施了10项ISO

烟花国际标准，为烟花爆竹的国际贸易和安
全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烟花爆竹是我省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
我省聚焦“原料环保、燃放安全、技术领先、交
流便利、国际通用”五个目标，推动现代科技
与传统工艺深度融合， 打造覆盖烟花爆竹生
产、贮运、燃放全链条的国际标准体系，促进
了烟花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去年我省烟花
爆竹产值达350亿元， 占全国烟花爆竹总产
值的50%；出口烟花爆竹32.7亿元，占全国烟
花爆竹出口总额的60%，“湖南烟花” 已成为
“湖南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

国际烟花检测燃放将有更多“中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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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进行时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何金燕 蒋睿
通讯员 尹静）昨天上午，湘潭市两级人民
法院集中宣判4起涉恶案件，依法严惩27名
恶势力犯罪分子，湘潭市首起“套路贷”和
宗族恶势力犯罪团伙均获重刑。

2017年4月，戴俊、郭凯、王卓等人设立
鼎峰金融公司， 未经工商部门登记、 未获得
《金融许可证》，从事非法发放贷款业务，以暴
力或威胁等方式催收高额利息、手续费等。岳
塘区人民法院和湘潭市中院经过一、二审，以
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分别
判处戴俊等9人十年至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处4万元至1万元不等的罚金。
自2009年起， 周仕明带领其家族成员

欧阳幼芳、周鹏、谭国福、贺李香等人在广
东、湖南等地承包工程，采取寻衅滋事、聚众
斗殴等非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恶势力不
断扩大，严重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秩序。 湘乡
市人民法院和湘潭市中院经过一、 二审，以
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破坏生产经营罪、
合同诈骗罪、挪用资金罪，分别判处周仕明
等12人十六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处15万元至5万元不等的罚金。

胡世兵、黄棉芳以暴力、威胁、打砸等

手段，多次强揽河砂供应业务，为非作恶、
欺压百姓。 湘乡市人民法院以强迫交易罪
分别判处胡世兵、黄棉芳有期徒刑二年、一
年六个月，均并处罚金5万元，同时分别追
缴违法所得3.8万元、2.3万元。

2018年4月至6月间， 文某江（未成年
人）、谭某遥、刘某超、谭某等人经常纠集在
一起，多次使用甩棍随意殴打他人，以言语
威胁、恐吓他人，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扰乱
社会秩序。 湘潭县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
分别判处文某江、谭某遥、刘某超、谭某三
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精神， 中央扫黑除恶第16
督导组近日进驻湖南省开展扫黑除恶督导
工作。 根据安排，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
组督导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月。督导进驻
期间（2019年4月1日—4月30日） 设立专门
值班电话：0731—81110055， 专门邮政信

箱：湖南省长沙市A065号邮政信箱。督导
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要求和督导组职责，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主要受理湖南省
涉黑涉恶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其他不属
于受理范围的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导
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2019年4月4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湖南省进驻信息公告依法严惩27名恶势力犯罪分子

湘潭两级法院集中宣判4起涉恶案件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
员 邱杨雨生）昨天，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长沙
火车站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普法宣传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
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认识和理
解，营造浓厚的扫黑除恶氛围。

活动采取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
传资料和现场咨询等方式， 重点对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打击范围和举报电话等内容进行宣传
和讲解。 现场以“黑恶必除 除恶务尽 扫黑除恶

拔根务尽”为主题的宣传展板，吸引候车旅客驻
足观看。

省高院扫黑办各成员单位相关同志及
部分青年干警共20余人现场发放宣传手册
300余份， 为30余名候车乘客进行法律讲
解， 并对重点打击的12种黑恶势力进行简
要释解， 帮助群众正确理解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目的和意义， 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
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活动当日，收集
举报线索1条。

发放资料300余份 收集举报线索1条

省高院扫黑除恶宣传进火车站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楚峰 刘玲

4月10日，沅江市四季红镇先锋村。
十斗渠硬化现场工地上， 一片热火朝

天。“‘村霸’倒了，项目来了。 ”先锋村村
干部苏业民深有感触地说。

苏业民说的“村霸”是该村原党支部书
记戴某光。2017年9月1日，戴某光因敲诈勒
索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当时有个外
地人通过正常招投标来这里做项目，他(戴
某光)威胁恐吓要收4万元。”村民罗伟华说，
戴某光在村里从来说一不二， 谁要到村里
做点项目，他都要插手，而且村里的收入、
支出从来不做公示。

沅江市公安局在案件侦办时， 将戴某
光时任村党支部书记一职期间的违纪违规
线索，依法移交至沅江市纪委监委调查。 这
个担任了20多年村干部的戴某光更多违纪

违法的事实浮出水面。
几年前，戴某光私自占用学校公地，村民

夏岳汉要去举报，被他屡屡威胁，险遭毒打；
罗伟华找村干部借了钱， 戴某光要他还到村
里，罗找戴理论，一顿拳脚相加。 那时先锋村
不管男女老少， 只要找他询问村级财务公开
等事务，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据沅江市纪委
监委立案调查后的通报： 戴某光在其任职期
间，利用职权及家族势力称霸一方，实施敲诈
勒索等，气焰嚣张，社会影响极坏。

“以前外面的工程项目很难到村里来。 ”
苏业民说，戴某光栽了后，这一年多来，村里
的营商环境大大改观，包括水利灌溉、环保、
绿化硬化等项目，在建的有2个，完工的已有4
个。更深远的影响还在村里的人心，如今村务
公开栏再也不是摆设，各项数据实时更新，村
民不再担惊受怕，公开、透明、民主的氛围，让
他们干事更有干劲了。

“村霸”栽了 项目来了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明玉 唐建衡

4月7日， 东安县井头圩镇上大村村民
得知， 东安县人民法院近日以雷某某的行
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人人拍手称快，纷纷感谢党和
政府为民办实事。

今年58岁的雷某某是东安县井头圩镇
上大村6组村民， 长期以来， 依仗家里兄
弟多、 势力大称霸一方， 让村庄“鸡犬不
宁”。

2017年10月，唐某某承包上大村6、7、8
组村道建设项目，在施工的过程中，雷某某

以道路必须从他家门前经过为由， 强行阻
工，此后，强行改变6、7、8组道路原规划路
线，并索取唐某某1万元。

去年4月，蒋某某因之前承包建设的上
大村村道存在质量问题， 按交通运输局的
要求整改。雷某某先后3次阻工，强行要求
蒋某某将整个路面全部打烂，重新硬化，并
以此向蒋某某索取6万元。

就在雷某某索财未果时， 上大村村民
联名上书请求严厉打击村霸恶势力。 2018
年5月11日，雷某某因阻工被东安县公安局
行政拘留十日。5月21日， 东安县公安局对
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此后，经东
安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村霸”倒了，村庄静了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李国斌
王晗 通讯员 张九州）记者今天从长沙
市公安局获悉， 长沙公安启动为期3个
月的集中打击整治“三贷三霸”专项行
动，重点向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套路
贷”“校园贷”、非法高利放贷和“村霸”
“市霸”“行霸” 等黑恶犯罪发起集中打
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据悉， 本次专项行动重点针对4类
黑恶势力和个人开展打击整治：一是实
施“套路贷”“校园贷”、非法高利放贷违
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和个人；二是垄
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啃食村民
利益、开设赌场、横行乡里、欺压滋扰百
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和个人；三是在
医院学校周边、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

站码头、住宅小区、旅游景区、娱乐场所
等区域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
以及侵害业主、游客合法权益的“市霸”
等黑恶势力和个人； 四是在建筑工程、
交通运输、矿产资源、仓储物流等行业
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
开滥采、插手经营的“行霸”等黑恶势力
和个人。

行动期间，长沙公安将聚焦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 进行常态化滚动排
查，及时梳理“三贷三霸”等涉黑涉恶线索。
对“三贷三霸”黑恶犯罪背后隐藏的“黄赌
毒”、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及环境污染、电信
网络诈骗、涉众型经济犯罪、网上传销、非
法集资等违法犯罪， 展开强有力的延伸打
击。

长沙警方重拳治“贷”惩“霸”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彭娟）今天上午，长沙市岳麓区举行产业发展
年“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暨营商环境优化年
“产业政策集中兑现”活动，在现场，满帮基
础设施（香港）有限公司、湖南壳牌能源有限
公司等12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171家
企业单位获得该区2018年度产业发展扶持
奖励兑现资金共计2805.8万元。

此次签约的12个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
约60亿元，涵盖新能源、智能驾驶、基因检
测、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其中，外商投资项
目2个，引进合同外资4亿美元；对非文化经

济合作平台1个， 将与20余个非洲国家开辟
贸易通道，致力打造中非经贸博览会的标志
性项目；高技术服务业项目6个，含院士引领
项目1个。

为努力提供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
流营商环境，从今天起，岳麓区聘请长沙市
安居乐建材广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等20
名企业负责人为营商环境特约监督员，任期
2年。 他们将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意见和建
议，对行政执法、行政审批及基层窗口等服
务情况进行监督，收集损害营商环境问题线
索，配合监督管理部门检查投诉举报信息。

荨荨（上接1版）
“村党支部书记从过去平均年龄60岁以

上，下降到现在的平均年龄48岁左右，最年轻
的村党支部书记是1987年生人。”西柏坡镇党
委书记陈东亮说， 我们要以敢于考出好成绩
的精神状态，战胜前进路上的一个个困难。

奋斗，为了美好生活
这是平山县下槐镇南文都村： 平整的道

路、漂亮的文化广场、成方连片的鱼塘……几
年前，这里还是垃圾围村、污水横流，就连村
委会大门也被猪圈、厕所“堵”了起来。

改变，始自扶贫工作组的到来。
驻村第一书记张端树调研后发现， 南文

都村距离西柏坡景区不到4公里， 依山傍水，
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大有潜力可挖。

整治村貌，治理河道，修建荷花池塘，栽
植葡萄、樱桃，打造农业生态观光园……扶贫
工作组和村民一起，扮靓着山村。

土地流转、园区打工、办“农家乐”……村
民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驻村期满，张端树被村民留了下来。张端

树说， 永远忘不了村里最后一位脱贫户说的
那一句“共产党好”。

西柏坡纪念馆里， 几张黑白图片记录着
历史。

70多年前， 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
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
法大纲》。“耕者有其田”，点燃了中国人民“翻
身立家”的热望。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岗南水库的修建，西
柏坡人从稻麦两熟的“米粮川”搬迁到贫瘠的
高岗旱岭上，人均耕地锐减，生活一度变得艰
难……

74岁的老党员闫青海的身上， 浓缩了西
柏坡人的奋斗创业史：年轻时开运输船，进城
打工，开办西柏坡第一家“农家乐”、成为村里
首个“万元户”……闫青海一直相信，好日子
是奋斗出来的。

“过去，党带领老区人民翻了身，如今又
带着老区人民脱了贫。 艰苦奋斗的精神啥时
候都不能丢。”闫青海说。

看准了西柏坡村的旅游业前景，“80后”
大学生闫二鹏2005年回到家乡， 接过了家里

的旅馆生意。在经营旅馆同时，他还开设旅游
网站，开发导游讲解等业务，每年利润达四五
十万元。

作为新一代西柏坡人， 闫二鹏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 把红色文化更好地宣介出去。
“到西柏坡参观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提供更有
针对性的服务， 能让参观者更好地领悟西柏
坡的历史和精神。”

奋斗，书写发展新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 平山县以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大力实施“生态立县、
旅游兴县”战略，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截至2018年，平山县创建5A级景区1家，
4A级10家。2018年全年接待游客1710万人
次，同比增长30%；旅游收入达129亿元，同比
增长35%。

“天蓝蓝的，云白白的，呼吸着新鲜的空
气，多好啊。”“环保先锋”封彦彦对绿色发展
有着深刻体会。

过去， 封彦彦开厂子生产耐高温砖。“平

均每天要烧掉几吨煤，搞得浓烟滚滚。虽然挣
钱，但成天被告状投诉。”随着国家对环保越
来越重视，封彦彦觉得再这样干不行。

于是， 从自行研发适用于自己企业高温
窑炉的环保设备起步， 到依靠摸索出来的技
术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成立环保公司， 再到砖
厂关门、环保公司进入发展快车道，封彦彦在
倒逼转型中打开了事业发展新局面。“过去生
产耐火砖， 每年产值以千万元计， 现在做环
保，每年产值以亿元计，没法比。”

转型，带来新生机。
2015年9月，位于平山县的河北敬业集团

成立敬业增材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发展3D打
印等项目。 这家大型民营钢铁企业迈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步。

他们与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的科研团队合
作， 研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微细金属粉末
成套制备技术， 率先在国内建立起微细金属
粉末生产线。

“两公斤金属粉末就能卖出一吨钢的价钱。
通过3D打印技术把金属粉末构造成各种精细零
件、定制化产品，极大降低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

损耗。”敬业集团副总经理张觉灵介绍。
新的起点，新的目标，新的挑战。摘掉“贫

困帽”的平山县，有了更加宏大的愿景———打
造市域次中心， 建设生态富裕文明和谐中等
城市。

“要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做到脱
贫成效、环境质量、民生保障水平三个提升。”
李旭阳概括平山的“答题思路”。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
帝国主义压迫， 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
翻掉。”1949年新年之际， 毛泽东同志为新华
社撰写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向世界庄严宣告。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如磐石
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
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
进。”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2019年新年贺词，
激励、鼓舞着亿万人民。

站在西柏坡，置身新中国出发的地方，感
受历史与现实的回响，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新华社记者 孙杰 黄小希 张涛 闫起磊
范世辉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岳麓区12个重大产业项目
集中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