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声】

以油茶籽加工生产的茶
油，被誉为“油中之王”。但很长
一段时间， 茶油的产量一直很
低， 因为油茶的育种周期长达
15年，运气差的话，颗粒无收。
上世纪80、90年代，全国油茶产
业处在最低谷， 许多油茶产区
农民因茶油产量低、 效益差而
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1985年， 大学毕业的陈永
忠被分配到湖南省林业科学
院，接过了改良油茶品种的“接
力棒”。陈永忠采用的是与当时
流行的杂交理论冲突的种子繁
育法， 一般要6至8年才进入生
殖期，此时质疑声四起。幸运的
是，在苗种下去第二年，陈永忠
看到了世上几朵最美的油茶花
灿烂盛开。

陈永忠选育的“湘林系列”
油茶良种增产6倍以上，最高达
75.5公斤/亩，产值超过5000元
/亩， 成为产区农民的“摇钱
树”。以此为核心内容的成果获

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为我
省林业科技的唯一。

陈永忠还带领团队集成了栽
培良法， 完善了良种繁育技术体
系，油茶芽苗砧嫁接实现“流水线”
作业，效率提高八成多；容器育苗
则缩短育苗时间1年，延长造林季
节两三个月， 成活率提高10%以
上。特别是在利用油茶的优良无性
系组织培养快繁技术研究方面，在
国内率先突破了苗木生根的难关，
使得育苗从大田转移到工厂，一年
四季都能像复印机一样“复印”出
想要的好苗子。

20多年来， 陈永忠足迹遍及
南方各油茶产区。下基层，走山区，
与农民同吃同住；没有电，只能借
助烛光记录和分析数据；雨天一身
泥、晴天一身汗，忍受蚊叮虫咬。很
多同事都转业了，但陈永忠依然坚
守着：“既然干了这一行，就要爱上
这一行，干到最好才能问心无愧。”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舒仪 王祝敏

粟田梅， 女，侗
族 ，1964年 8月生 ，
2006年7月入党，湖
南省怀化市通道侗
族自治县牙屯堡镇
文坡村党支部书记，
2009年被评为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侗锦织造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2011年
被评为中国织锦工
艺大师，2015年被评
为湖南省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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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鲜有问津到如今订单供
应， 从仅余的几十人到如今几
千织娘， 从曾经的牛棚遍地到
条条青石板村道通户……在湖
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
文坡村， 年过50的十九大党代
表、同时也是村支书的粟田梅，
正用侗锦织造， 将一幅脱贫致
富美丽幸福乡村生活愿望编织
成真实图景。

侗锦是侗族女性世代相
传的纯手工织物， 至今有逾
2000年历史，文坡村所在的通
道侗族自治县，是侗锦的主要
分布区。

粟田梅是侗锦织艺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同时也
是村支书， 在她的倡导和引领
下， 侗族自治县的织娘从几十
人发展到四千人。

12岁时， 粟田梅就开始跟
着母亲学侗锦织造。 上世纪八
十年代，村里开始出现务工潮，
“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不能失

传”，粟田梅选择留下。
在原有的简单几何图案之

余，粟田梅创新融合了芦笙、风雨
楼等侗族文化元素， 并在牙屯堡
镇创办了雄关侗锦坊， 培训年轻
人。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粟田
梅组织侗锦织造者前往参加，展
示了一幅长3.3米、宽1.8米的蜘蛛
图案侗锦， 受到广泛关注并当场
被高价买下。

在通道县政府的联络与支持
下， 粟田梅筹资成立了侗锦合作
社、建成中国侗锦传承基地，积极
地参与在全国各地组织的展览
会， 将拥有浓郁民族风的侗锦带
到更多人面前展示。

“侗锦开发是文坡村三年来
村民脱贫致富的发展大计，村里的
妇女们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也能
挣到钱。”粟田梅介绍，织娘收入一
般是两千多或三千多， 多的到四
千多，年轻人开始返乡，侗锦织造
这项千年技艺也得到传承。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吴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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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侦破刑事案件50万
起， 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
6132人、渎职侵权犯罪2423人
……10月11日上午， 省委政法
委常务副书记田福德亮出我省
五年来政法工作“成绩单”，介
绍法治湖南建设及社会管理创
新成就相关情况。

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蔡俊伟，省人民检察
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朱必达，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政
治部主任吴巨培， 省司法厅党
组副书记、 副厅长黄春阳回答
记者提问。

【安居】
侦破50多万起刑事案件

全省刑事案件、命案、治安
案件、交通事故、火灾事故“五
下降”，公众安全感、满意度“两
上升”。

五年来， 全省公安机关侦
破刑事案件50.7万起， 抓获刑
事案件作案成员65.1万人；检
察机关批捕刑事犯罪嫌疑人17
万多人，提起公诉26万多人；法
院审结刑事诉讼案件21.32万
件26.24万人， 生效判决罪犯
26.22万人。

全省法院共依法妥善审理
金融借款、 民间借贷案件30万
件。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整顿和规
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从严查处
职务犯罪，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
犯罪6132人、 渎职侵权犯罪
2423人。 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打
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网络传
销等专项行动，共侦破经济犯罪
案件1.6万起， 涉案金额2099亿
元，挽回经济损失23.85亿元。

近期， 我省公安机关一举
摧毁了“善心汇” 特大传销组
织， 目前已依法逮捕多名主要
犯罪嫌疑人， 查明非法所得22
亿余元。

【便民】
提供各项司法为民服务

各级政法机关及时整改群
众反映强烈的打官司难、 报警
求助难、纠错追责难等问题。

全省法院着力解决执行难
问题， 五年来执结各类案件
56.14万件 ， 执结率达 89% ，
2016年以来共拘留7571人、判
罪222人。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查
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
群众利益职务犯罪、“雁过拔
毛”式腐败问题等专项工作。公
安机关推进涵盖户政、交通、治
安等多方面的便民利民服务30
项举措，“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
少跑腿”。省司法厅建设全省公
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如法
网”，省市县乡四级共建成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站点）1.5万余
个，整合实体、网络、热线平台

办案5万余件。

【改革】纠正瑕疵案、错案
1500余件

田福德介绍， 司法公正是
政法工作的生命线。近年来，我
省进一步解决了影响司法公
正、 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
题， 完善了司法管理体制和司
法权力运行机制， 提升了司法
质效和公信力， 公平正义已日
益成为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
今年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在省人大会议
上的通过率分别为 91.37% 、
93.96%，创历史新高。

实行员额制改革， 对司法
人员的利益格局“重新洗牌”，
遴选出全省首批员额法官检察
官9349人， 推进主审法官、主
任检察官独立办案、独立负责，
落实办案责任制， 健全新型监
管机制。

把防范冤假错案作为司法
底线， 建立健全排除非法证据
规则、 充分听取律师意见以及
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等制
度机制。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刑事速裁
和认罪认罚从宽试点， 让法庭
成为以看得见的方式保障司法
公正的“殿堂”，确保无罪的人
不受刑事追究、 有罪的人受到
公正惩罚。

改进党委政法委执法监
督，加强执法考评和案件评查，
五年来， 全省共评查重点案件
1.6万余件，纠正瑕疵案、错案
1500余件。

【治安】化解重大矛盾纠纷
9.7万余件

我省大力创新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 对重点难点问题纳入
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
强力推动解决， 平安建设取得
新成效， 人民群众安全感大幅
提升。

着力推进信息化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 全省公共部位视频
监控探头达18.5万个， 社会单
位监控探头超过100万个。

全省刑事发案连续三年下
降，大力开展缉枪治爆、打黑除
恶、扫黄禁赌、整治“村霸”等系
列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交通安
全、消防安全、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等问题。

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成立全国首家省市共建“反电
诈中心”，2016年以来全省电
诈案件破案数同比上升206%，
止付冻结资金8106万元。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 近年来累计调处矛盾纠纷
200余万起， 化解重大矛盾纠
纷9.7万余件。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梅国飞 吴乐洋

打击经济犯罪，5年挽回损失近24亿
全省刑事案件、命案、治安案件、交通事故、火灾事故“五下降”，公众安全感、满意度“两上升”

陈永忠，52岁，湖
南省林科院油茶研
究所所长，国家油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先后获国
家和部、 省级科技进
步奖10多项，获得“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中
国林业青年科技奖”
“全国生态突出贡献
奖”“湖南省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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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忠：油茶改良的先行者

粟田梅：
将脱贫致富的愿望编织成侗锦

能参加十九大是党和老百姓对我的极大的信任， 未来打算通过
侗锦织造产业能让村里实现脱贫致富，把我们农民都呼吁起来，把我
们的侗锦织造产业做大做强。

【心声】
我将与团队一道，努力攻克产业技术瓶颈，引领和支撑油茶产业

转型升级，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高档食用油及其系列产品，带动林农脱
贫致富，促进绿色湖南和生态强省的建设。

粟田梅。 通讯员 摄

陈永忠。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