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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官”告“民”A11

因养猪污染环境，从2010年起，长沙县福临古华山村的生猪养殖户与镇
政府签订协议，领取数千到数万不等的补贴，承诺自愿退出或减产生猪养
殖。然而，这些养殖户偷偷违约违规养殖。镇政府多次派人上门劝说无果，今
年8月，终将养殖户告上法庭。

核心提示

�������在长沙，专业市场的
新一轮外迁浪潮已经启
动，老旧市场的淘汰赛正

式开场，它们的最终结局都将被
第五代品质化专业市场群全面
取代。

长沙往北， 金霞园区高岭组
团， 将开启长沙全产业链第五代
专业市场的新篇章。 这个集结香
江控股集团、 阿里巴巴、 传化物
流、普洛斯仓储、前海香江金融等
大型集团的商贸物流航母， 将打
造中国首个“商贸产业生态圈”。

在高岭国际商贸城项目总经
理黄勇光看来， 目前长沙的老市
场已经不符合新的城市规划的需
要了， 也承担不了承东启西的商
贸物流的中枢作用。“高岭建成之
后，这个集物流、仓储、融资等形
态为一体的平台， 将形成批量采
购、集中供应、厂价直销、接单加
工、 电子商务、 拍卖交易等多功
能、全方位、强辐射、大流通、集约
化、网络化、专业化的大型产业综
合服务体。 ”

商贸城换代升级
展会模式辐射更远

从三湘南湖大市场到马王堆
建材新城， 从河西郁金香家居市
场到高桥综合大市场， 围绕着老

长沙， 专业类的市场实现着体量
倍增的规模扩张。 在这一波波涌
动的地产开发狂潮中， 造就了众
多财富神话。

然而， 这样的市场已经无法
满足不断更新的消费需求。 人们
期待一个品质更佳的“智慧型”商
贸综合体， 来打造一个巨大的消
费中心。

“作为第五代市场的高岭，除
了产业之外， 还会将产业链上的
各个链条集结起来， 从原料供应
到生产厂家，再到市场销售，整个
链条全部打通， 形成商贸产业生
态圈。 ”黄勇光说。

在他看来，要加强第五代市
场的综合影响力与辐射范围，
形成固定品牌的省际、中部、全
国甚至国际展会模式， 是重要
传播途径。

据了解，从 2016 年起，中国
（秋季）家居建材博览会将落户长
沙高岭，届时，长沙将成为中部家
居建材行业的一面旗帜， 而长沙
市民也将直接享受到家博会带来
的红利， 购买家居建材将比市场
价便宜 30%到 50%。

“高岭国际商贸城整合电子
商务、物流、仓储以及金融等全产
业链商贸产业生态圈， 从根源上
降低经营成本，商家节省了支出，
也将最终让利给消费者。”黄勇光
表示。

强大现金流支撑
打造金融 CBD
�������对于中小微企业主来说，把
商业做大， 最大的瓶颈还是资金
短缺。在传统的专业市场，融资问
题也无法得到解决。

然而，在高岭国际商贸城，商
家的融资似乎不再是阻碍他们发
展的绊脚石。“香江集团与前海香
江金融， 就是为了给商家提供最
有力的金融保障， 通过金融供应
链的服务模式， 让他们安安心心
做生意。 ”黄勇光说。

据介绍， 香江集团凭借在金
融领域的实力，联合中行、建行、
工行、交行、浦发等银行，打造了
一个 360 亿元的融资平台， 为入
驻商家提供永续、 低利息的金融
服务。

另外，黄勇光还介绍，现在香
江集团拟与浦发银行共同开发
“高岭金融贷”、 拟与招商银行开
发“高岭生意贷”等金融产品，既
有免抵押的服务，也有高达 1：1.8
额度配比的金融产品。

大数据革新商机
线上线下成就新经济

在这个一切皆电子商务的时
代， 人类数千年来的商业行为被
颠覆，人们的购物方式、消费方式
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改变。

于是， 高岭国际商贸城作为
长沙第一个五代市场， 它与阿里
巴巴的合作体现了其在新的市场
运行管理模式、市场的附加值、信

息技术支持平台、 市场集群的品
牌外延所产生社会生产力等方面
做了更多的思考。

今年 7 月， 全球最大电子商
务平台阿里巴巴开福产业带落户
金霞， 为高岭国际商贸城提供电
商平台支持。

“高岭可以通过阿里巴巴的
平台， 让 800 多万采购企业、数
亿的消费者通过这个平台让人
们知晓，同时，也能通过这个平
台为高岭引进高质量的客户。 ”
黄勇光说。

不仅如此， 以电商为主流的
新商贸浪潮正汹涌澎湃。 全渠道
运营成为以大商贸集群、大仓储、
大流通为基本条件的新型商贸平
台发展的方向。

“阿里巴巴产业带电商 + 市
场集群”的全渠道平台，正是处于
投资 4.0 时代下， 商贸产业变革
的大势所趋。数据显示，长沙电子
商务相关交易正以年均 30%的速
度增长。作为投资者，电商变革浪
潮势不可挡，而在高岭“弄潮”可
享受全渠道交易服务。在长沙，高
岭卖家交易半径无界限扩大，交
易量呈几何裂变式增长， 买家平
台资源即将进入千万量级。

■记者 侯小娟

长沙商贸高岭，打造新型市场集群标杆
高岭打造中国首个商贸产业生态圈

长沙县福临镇党委副书
记李志明介绍， 镇政府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来治理生猪养
殖污水， 但因为居民养殖的
方式比较落后，数量太大，污

染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面对养殖户的违约行

为，我们多次派人做工作，但
收效甚微。 镇政府没有执法
权， 便想到用法律来维护政

策的严肃性。” 李志明说，法
律诉讼将成为解决各类纠纷
的长效机制。■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王宇张静葛志萍
通讯员刘新

本报9月11日讯 9月10日， 长沙县福
临镇古华山村张建明家中， 偌大的猪舍里
没有一头猪，猪栏全被拆除，安静得能听见
窗外的虫鸣鸟叫。而在一个多月前，这里生
猪成群，臭不可闻。

长沙为治理污染推行生猪禁养和限养
政策多年， 包括张建明在内的古华村众多
养殖户， 从镇政府领取了数万补贴承诺退
出或减少生猪养殖，却私下超标养殖。

劝说无效，政策难落实。今年8月底，
长沙县福临镇政府将张建明等7名领取了
较大金额补贴却违约的养殖户告上法庭，
7人全部心悦诚服地自拆猪舍严格履约。

庭审：案件达成调解，养殖户自拆猪栏

承办此案的是长沙县人民法院福临法
庭庭长游宇。

“这次庭审关系到福临镇生猪限养、环
境治理的大局，有着示范意义，农民的诉求
也很重要，能否顺利解决这些纠纷？”游宇
表示， “养殖户觉得以前都是以个人的身
份跟处于强势的政府打交道， 现在法院参
与进来了。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地位平等，
是一个反映意见的好平台。”

8月26日，第一起案件开庭，被告为张
学林。当天上午，镇政府派出工作人员出席
庭审，张学林出庭应诉，其他被起诉的养殖户
也来旁听，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

“对事实没异议，支持政府的工作，希望
能和解。”张学林表示。最终，在法官的调解
下，福临镇和张学林达成调解，张学林履行协
议，自己拆除超标猪栏，喂养生猪不超20头。

截至9月3日， 其余6名养殖户也承诺
退出养殖或者减产至20头以下。

领补贴还违约，镇政府告七养殖户
长沙县福临镇养殖户自拆猪栏严格履约 镇政府：用法律维护政策的严肃性

“民告官”“官告民”都是必然
政府部门到法院去告公民，这

样的事的确少见。事实上，要实现法
治社会， 首先得从政府做起，“官告
民”就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经之途。

“官告民”以及“民告官”，是
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一个司法
的检测机制，这能有效地“过滤”
那些违法的、 不合理的侵犯了公
民合法权利的政府行为。 同时，
“官告民” 也是科学决策所要求
的， 因为通过严格法律程序的考
验，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被提出
来反复论证， 这样就能证明政府
的决策既是合法的，又是科学的。

政府管理模式的进步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

授欧爱民表示， 在法治湖南建设
的大背景下， 福临镇政府成为原
告， 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养殖违
约事件， 体现了政府部门法治思
想、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这一做
法值得肯定。 福临镇政府放弃传
统的强制执法方式， 改用诉讼的
方式来化解矛盾， 是现代政府服
务型理念的体现， 是管理模式和
能力的进步。

9月10日，记者回访这7
户被诉的养殖户，他们已经
按规定拆除了猪栏。

“养猪是我们当地养家
致富的主要手段，但也确实
污染严重，因为猪舍就在房

子旁边，味道太重，甚至还
出现亲人不敢来家里做客
的情况。” 今年59岁的张建
明表述，虽然自己年纪大了
转产困难，但还是支持政府
的政策。

“我们接到传票后就开
始主动减少养猪、拆除猪栏
了。” 养殖户汤烈胜说，“这
事既然走上了法律途径，毕
竟还是要讲法， 按协议办
的。”

镇政府：法律诉讼将成解决纠纷的长效机制

养殖户：还是要讲法，要按协议办

记者手记

专家观点

9月10日，古华山村张建明家中，偌大的猪舍里没有一头猪，猪栏全被拆除。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