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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 8 月 11 日电(记者陈文广)自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湖南省坚持依法打击与系统治理相结合，既
办大案也查小案，推动惩腐打“伞”与扫黑除恶同频共振，守护
三湘四水安宁。

既办大案也查小案

文烈宏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全国
扫黑办首批挂牌督办的重大涉黑案件之一，被称为“三湘扫黑
第一案”。

多年以来，绰号“文三爷”的文烈宏，伙同他人长期盘踞在
长沙，通过开赌场、放高利贷、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手
段，实施犯罪及违法行为 60 起，致使近 10 人被殴打致伤，间
接导致 2 人死亡，7家知名企业被逼重组、破产，4 个房地产
项目资金链断裂。

在文烈宏等人实施犯罪期间，湖南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
长周符波、长沙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单大勇等人收受其贿
赂，充当其“保护伞”，为他们为所欲为大开方便之门。

“对这类有重大影响的大要案件，湖南坚持高位推动、提
级管辖、专案专办、同步打‘伞’，排除干扰阻力，坚决予以打
击。”湖南省扫黑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 1 月，文烈宏等
25 人涉黑案一审宣判，文烈宏被判处无期徒刑。6 月，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此案进行二审宣判，全案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据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湖南全省共挂牌督办 49
起重大黑恶案件，彭展保涉黑组织案、夏顺安“私人湖泊”案等
相继被查处。

自小而大、由“恶”到“黑”，是黑恶势力逐步发展的过程，
越早打击治理，社会危害越小。湖南在合力攻坚重大黑恶案的
同时，也特别注重多打快办“小恶小案”。

“套路贷”“校园贷”“非法高利放贷”及“村霸”“市霸”“行霸”
等“三贷三霸”违法犯罪行为，与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息
息相关，老百姓深恶痛绝。湖南全省公安机关部署开展集中打击
整治“三贷三霸”专项行动。4 月 9 日至 7 月底，通过专项行动，
湖南共打掉涉黑犯罪组织 15 个，打掉恶势力犯罪团伙 155 个，
刑拘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1280 人。

深挖彻查“打伞破网”

一些黑恶势力能在一方盘踞多年、坐大成势，长期未受到有
效打击，与“保护伞”的庇护有着极大关系。扫黑除恶必须要与惩
腐打“伞”同频共振，才能“撕开口子、揭开盖子、挖出根子”。

“纪检监察机关主动出击，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逐案过筛，
‘保护伞’‘关系网’没有查清的决不放过。”湖南省纪委监委主要负
责人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惩腐打“伞”上做到一马
当先、一查到底、一网打尽。

为此，湖南各级纪委监委与政法机关建立起深挖“保护伞”
会商机制，普遍开展“一案三查”，既查办黑恶势力犯罪，又追查
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还倒查党委政府主体责任
和有关部门监管责任。

在洞庭湖沅江区域，夏顺安涉黑团伙可谓无人不晓。在长达
10 余年的时间里，夏顺安通过违规承包并非法修建矮围将下塞
湖占为己有，从事非法捕捞养殖、盗采砂石等活动。然而，时任沅
江市委书记的邓宗祥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多次收受夏顺安贿赂
和红包礼金，为其违法行为提供帮助。

2018 年，下塞湖问题曝光后，夏顺安团伙随即覆灭。湖南在
大力整治拆除下塞湖非法矮围的同时，还组织 110 余人展开调
查问责、惩腐打“伞”。最终，103 名公职人员被问责，包括邓宗祥
在内的 7 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 7 月底，湖南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 6396 起，立案审查调查 1489 人，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 953 人，组织处理 674 人，包括周符波、单大勇、邓宗祥在
内的 118 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打击 不枉不纵

“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湖南
省扫黑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湖南以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守依法打击底线，既不拔高认定，也不降
格处理。

常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郑朝兵告诉记者，在办理文
烈宏案时，该院特别注重从严把控案件办理各项环节，确保犯
罪分子罚当其罪。

“我们严格按照‘两高两部’指导意见的规定认定组织内犯
罪事实和组织成员。在查清每一笔违法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对
每一名涉案人员的行为、地位、作用综合全案进行评判。”郑朝
兵说，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罪名，检察院把握构成要件，对个
别事实证据不扎实的罪名，如串通投标罪、虚假诉讼罪、利用
影响力受贿罪等没有予以确认。同时，对多个罪名依法追加了
犯罪事实。

文烈宏案承办法官戴小军介绍，案件从受理、审判到宣
判，法院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对被告人所享有的
诉讼权利都依法予以了保障。“比方说，辩护人要查看侦查机
关讯问被告人的同步录音录像，文烈宏及家属要求更换辩护
人等，法院都是同意的。”

湖南工商大学教授刘期湘认为，湖南在扫黑除恶斗争中，
对涉黑和涉恶、涉黑财产和合法财产进行了严格区分。在黑社
会组织内部实行区别对待，对于一般参与者进行从轻化处罚或
非罪化处理，对自首等行为给予鼓励性措施，从而取得良好社
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湖南：扫黑打“伞”，办大案也查小案

“大象食堂”+无人机监测，让大象不再“任性”

云南努力缓解“人象冲突”

扫描二维
码，观看新华
社视频报道，
了解云南如何
让 野 象 不 再
“任性”

大图：8 月 12 日，志愿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野象谷景区给亚洲象喂食。

小图：8 月 12 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野象谷景区的“象爸爸”为救助象“羊妞”庆祝 4 周岁生日。均为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

新华社昆明 8 月 12 日电(记者姚兵、张东强、赵珮然)8 月
12 日是世界大象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野象谷景
区，一群头戴花环的亚洲象尽情享用胡萝卜、菠萝、西瓜等新鲜
水果大餐。来自各地的游客纷纷与这些憨态可掬的大块头合影。

然而，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阿镇的龙竹棚村，十余头野生亚
洲象霸占了老百姓的农田，肆无忌惮地啃食即将成熟的甘蔗和
玉米等农作物，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勐海县林草局副局长龙云海介绍，这群象 6 月下旬来到龙
竹棚村，常常吃睡在村子周边，有时不分昼夜地进村破坏，围攻
农户房屋、损毁建筑设施。初步统计，野象已造成该村 120 余亩
农作物受损，房屋损毁 20 多间。

亚洲象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
版纳、普洱、临沧等地。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介绍，随着生态保
护力度加大，近 30 年间，生活在云南的野生亚洲象数量从低谷时
的 150 头左右增至 300 头左右。

由于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人为干扰减少，森林郁闭度大幅提
高，保护区内亚洲象主要食物野芭蕉、粽叶芦等林下植物逐步演
替为不可食用的木本植物。

“保护区内食物减少，野象数量不断增多，而且野象食量较
大，不少象群便到保护区外取食。一旦人象活动空间重叠，‘人象
冲突’难以避免。”云南大学亚洲象研究中心教授陈明勇说，目前
约有三分之二的野象活动在保护区外。

通过对亚洲象开展近 30 年的研究，陈明勇发现，如今野
象的一些行为已发生变化。他说，“以采食为例，起初野象只
是去百姓的庄稼地里偷吃一些作物，后来它们发现庄稼地集中

连片，很容易就能填饱肚子，于是常常大摇大摆地在农田采
食。”

啃食田间作物、损坏房屋、威胁百姓生命安全……云南
“人象冲突”形势严峻。据云南省林草局统计，2013 年以来，亚
洲象肇事共造成 60 余人死伤；2011 至 2018 年间，野象肇事
造成的财产损失超过 1 . 7 亿元。

为缓解“人象冲突”，政府部门采取了为大象建“食堂”、为
村民修建防象围栏、开展监测预警等措施。

云南省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负责人向如武介绍，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双版纳和普洱等地为亚洲象建设食
物源基地(“大象食堂”)，种植粽叶芦、芭蕉、竹子等亚洲象喜
食植物或给予季节性补食，努力营造亚洲象良好生存空间，减
少亚洲象进入人类生产生活区域。

为有效阻止野象进村肇事，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护局于 2017 年 11 月在景洪市香烟箐村小组和三六队村小
组修建了长 1350 米的亚洲象防护栏。“没建防护栏时，大
象经常进村入户搞破坏。”香烟箐村小组村民冯广林说，如
今，我们整个村都被牢固的钢管围起来了，住在家里很安
全。

针对野象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政府为群众购买
了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尽力弥补野象造成的损失。

与此同时，近年来实施的亚洲象预警监测，也有效避免了
多起野象伤人事件。龙云海说，2016 年 6 月，勐海县首次采用
无人机对该地象群进行全方位监测预警，3 年多以来，已成功
避免“人象冲突”事件近 60 起。

重庆通报“保时捷女车主”相关信息，为何网民都信了

本报记者刘晶瑶、陈国洲

12 日，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通报“掌掴保时捷女车主”事
件调查结果，公布女车主家庭财产状况、违章处理记录、从业情
况，还回应了网民其他质疑。通报称，女车主丈夫担任渝北区公
安分局石船派出所所长期间涉嫌其他违纪问题，已被免去所长
职务并立案调查。

过去总有一些人抱怨，老百姓变成“老不信”，无论政府部门
怎么回应都会被质疑。但是，重庆市的这个通报取得了“一锤定
音”之效，赢得了几乎“一边倒的叫好”，这充分说明，“塔西佗陷
阱”的症结并不在于老百姓多疑，而在于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没
有做到位。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应对舆情事件时，或自作聪明地采取“鸵
鸟策略”，或避重
就 轻 地 敷 衍 民
众，或惜字如金
地套用模板，这
非但没能平息舆

论，还导致了次生舆情。而重庆这份两千余字的通报，翔实、完
整、客观、公正、不护短，广受网民点赞，社会效果良好，值得其
他地方借鉴。

应对舆情最好的方式是信息公开。在这份通报中，当事
人房产信息具体到门牌号、建筑面积、交易过户时间，交通
违法信息具体到每个驾驶证记分周期详情，就连各种相关人
员的背景也都全部公开。这种“有疑必查、有查必复、复必
详尽、切实处理”的做法，化解了对保时捷女车主的种种猜
测，也为地方政府挣回了此前因女车主“妄言”丢失的形象
分。

不否认，网上常有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但网民总体来说
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一些事件提出质疑，对一些官员进行监
督，希望政府部门给一个说法，是他们作为公民拥有的知情权
和监督权。只要端正态度开展调查，及时公开信息和回应质
疑，他们会做出理性的判断。希望这次重庆对“保时捷女车主”

相关信息的通报，对各地方各部门能有所启示。

像重庆渝北区这样直面舆情，深入开展调查和及时回应，
还有一种积极效果，即对领导干部具有警示和教育作用。对卷
入舆论风暴中心的领导干部及“身边人”进行“照 X 光”式的调
查和通报，能够警示那些纵容亲属以权谋私、家风不正的领导
干部，让他们管好“身边人”。

（上接 1 版）

激活动能 势头强劲

30 多年前，从东北大学教师岗位下海的刘积仁蹒跚起
步，开办中国第一家软件上市公司、建设第一个软件园、研
制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 CT 机。如今，他创建的东软集团在
全球拥有 1 . 8 万名员工，在国内建立 8 个区域总部，产品
销往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像东软集团一样异军突起的科技企业，让辽宁经济充
满活力和韧性。

从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当年的“惊天第一破”，到今天东
北特钢破产重整后实现涅槃重生；从东北制药主动混改后
业绩不断攀升，到 52 户省属企业向社会公开推介，吸引各
类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辽宁冲破束缚的努力从未
停止。

曾以国有经济“独步天下”的辽宁，现在国有经济稳步
发展“一马当先”，民营经济“万马奔腾”。目前，辽宁非公经
济在 GDP中的比重已占三分之二。

葫芦岛泳装产业、西柳服装市场、法库通用航空……一
批区域特色产业的兴起，让辽宁经济更加五彩斑斓。

进入新时代，辽宁改革千帆竞发、风起云涌。
今年以来，辽宁国企改革大动作不断：招商局集团整合

大连港、营口港获得实质推进，全省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改
革全面推开，北方重工、中兴商业等大型国企的混改启
动……辽宁省国资委主任李伟说，现在按省里的要求压实责
任、挂图作战、绩效对账，努力将阻碍国企改革的一个个“硬
骨头”啃下来。

改革正给老工业基地带来深刻变化。辽宁做好改造升
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
号”大文章，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港航物流、电子商务、健康养老、全
域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步伐。去年，全省旅游业总收入
增长 15% 。

改革打造出良好环境，让辽宁吸引了更多投资者目光。

去年 10 月，总投资 30 亿欧元的华晨宝马新工厂落户沈阳；
今年 3 月，全球石油巨头沙特阿美正式与中方合资设立企
业。近期，万达、腾讯、恒大、京东等知名民营企业接踵而来，
“投资正过山海关”势头明显。

以民为本 绿色发展

进入 8 月，数场大雨并没有让曾久居采煤沉陷区的陈
玉芳家里再现“汪洋”。

位于抚顺市东华园社区的陈玉芳家里，两室一厅的屋
子内，宽敞的房间配以白色为主的装修风格，显得格外亮
堂，窗台上摆放的盆花、绿植在阳光的照射下，透露出点点
温馨。

陈玉芳和老伴吴俊林以前都是原抚顺市第二纺织厂的
工人，原来住在沉陷区的危房里，墙壁裂缝、楼体变形。“整
天提心吊胆，就盼着搬出来。”陈玉芳说，多亏政府好政策，
我们 2016 年住进了这个 90 多平方米、整洁明亮的新房，一
共才花了 4万多元差价款。

2004 年，辽宁率先在全国启动全省范围内的棚户区改
造。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人员介绍，截至 2018 年
底，全省改造各类棚户区近 180 万套。

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曾是亚洲最大的机械化露天煤矿，
共为国家贡献煤炭 2 . 44 亿吨。资源枯竭、煤矿关闭后，留
下长近 4 公里、宽近 2 公里，最深处垂直深度 300 多米的巨
型矿坑。

而今，巨大的深坑两侧种起了连片绿树。旁边就是阜新
市修建的矿山公园，人们在公园悠闲地放着风筝；广场两侧
林荫步道上，游人在轻松地漫步。

“这里正在悄悄改变。”在广场上休闲的市民纪占全说。
在阜新市新邱区，与海州矿同一矿脉的一座矿坑内，记

者看见，越野车、摩托车在蜿蜒起伏的车道上过坡涉水，奔
驰跳跃。这个利用废弃矿坑改造的赛车道，如今成为“网
红”，为废弃矿坑治理开辟了新路，沉寂多年的煤城也因此
再度热闹起来。

有“世界菱镁之都”称号的海城市，因采矿留下的秃崖
白壁上，如今满眼绿树青草。这个一度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
资源型城市，也走上了重生之路。

深入实施蓝天、碧水、青山、净土和农村环保 5 大工
程，河长制全面建立，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全面实施……人
们欣喜看到，今日辽宁，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空气
更清新。

新华社沈阳 8 月 12 日电

共和国“工业长子”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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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重庆 8 月 12 日电(记者
张倵瑃、周文冲)“情况不妙！”越野车
在大陆西南山区一条公路上疾驰，台
商王杉羱突然接到电话。

得知在重庆深山偏乡养殖的上万
只澳洲淡水大龙虾遭遇大面积死亡，
王杉羱的心头愁云笼罩，他不只担心
近千万元投资付诸东流，更让他心急
如焚的是，对村民作过龙虾能让他们
过上好日子的承诺怎么办？

越野车在武陵山区一个山坳中停
下。这个叫平溪的小村落，地处重庆东
南部的山沟里，距离市区四个半小时
车程，常住人口不到 150 人。种地没多
少收入，村民多数到外地务工。王杉羱
的龙虾基地是村里最大的产业。

20 多年前，王杉羱从台湾高雄来
大陆沿海地区发展，从数码产业到地
产开发，生意越做越大。近几年，他将
视线投向大陆西部，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让他看到了机遇。

“西部大山里的农村拥有山清水
秀的原生态，但缺少产业和环境打造，
台湾精致农业的经验在这里也许大有
可为。”王杉羱说，受到近来诸多惠台
政策鼓励，台胞“西进”脚步向下扎根，
包括参与基层扶贫事业中，他和同伴
就想着把台湾的好项目好经验复制到
大陆腹地广阔的农村。

选择什么产业呢？他的儿时玩伴袁
瑞岭在台湾有 30 多年水产养殖经验，
哥俩一合计，决定到山里养澳洲淡水龙
虾。这种龙虾只能在无污染的原生态环
境生长，对水质要求很高。重庆朋友向
他推荐了武陵山区，那里山泉清澈、人
烟稀少，养虾说不定还真合适。

2017 年冬天开始，在武陵山区经
多次取样检测和走访调研，王杉羱和袁
瑞岭发现平溪村土壤、水质比预想的
好，也没有噪声惊吵。

平溪村位于重庆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的黔江区金
溪镇，是镇里最偏远的村子。当地政府希望王杉羱的产业能
落户平溪，带一方百姓脱贫致富。“我 50 多岁了，做点事能
造福这里的老百姓，很不错。”王杉羱一口答应。

2018 年秋，龙虾基地在平溪开建。今年 4 月，从台湾运
来第一批 3万多只种虾投入池塘。王杉羱没想到，“龙虾大
军”正式进村还是“水土不服”，成片死亡，只剩不到 1万只。
还没开始，王杉羱就损失近 500万元。

这就是开篇一幕。王杉羱回忆说，当时他在池塘前打电
话给袁瑞岭，老友安慰他“忍耐才有机会”，第二天就从台湾飞
到重庆，现场查看后“对症下药”——— 在虾池上搭上大棚加温，
在虾池中放入虾屋，改变水流方向。这样一来，减少了虾群之
间因相互打架、乱钻土壤带来的损耗，水中含氧度也提高。

当地政府也及时伸援手，在龙虾基地的上方新建了一
个拦水坝，保障养虾用水，帮王杉羱解决了大问题。

转危为安的虾群慢慢壮大，今年 6 月底种虾孵化出小
虾苗。这意味着基地走上正轨，一年可孵化出 300 多万只
虾，收益可观。

如今，村里 10 多户贫困户在养虾基地就近务工，工资
比有些城里的企业还高。王杉羱还让贫困户入股，享受收益
分红。他准备把基地繁育的幼虾给村民养殖，虾长到二两重
后再统一回收，老百姓由此能又多一笔收入。

“以前我们守着好山好水，没有外力帮助，产业就是搞不
起来。哪里想得到，我们这个山沟沟还能养出澳洲淡水龙虾
这样的稀罕物。”金溪镇副镇长喻小纯说，平溪将以龙虾养殖
为支撑发展观光农业，吸引游客来山里研学、避暑、吃龙虾、
徒步原生态峡谷，龙虾基地已成为村子发展的新希望。

不久前，王杉羱拿到了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投资环境
稳定，我要在这里长期发展。”王杉羱说，台湾也有一个叫平
溪的地方，也许这就是他和这里的缘分。等秋天龙虾肥了，他
要在院坝里摆上几桌，和村民老乡一起喝茶饮酒，放歌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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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豆川村老年食堂的工作
人员为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餐。

杭州市临安区地处浙江西北部山区，针对山乡农村地
区居住分散、服务覆盖难的情况。近年来，临安区民政局积
极打造“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的农村养老模式，由政府
购买村级老年食堂及送餐、定期上门看望陪护等服务，打通
农村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农村养老服务也能送上门

重庆的这个通报取得了“一锤定音”之

效，赢得了几乎“一边倒的叫好”。这充分说

明，“塔西佗陷阱”的症结并不在于老百姓多

疑，而在于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应对舆情最好的方式是信息公开。这种

“有疑必查、有查必复、复必详尽、切实处理”

的做法，化解了对保时捷女车主的种种猜

测，也为地方政府挣回了此前因女车主“妄

言”丢失的形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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