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30日讯 5月29
日，长沙男子李某罗因涉嫌非
法占用农用地罪被长沙县森
林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2018年5月24日，长沙县
森林公安局接收长沙县行政
执法局移送的一起非法占用
林地案后，查明长沙县高桥镇
人李某罗为给部分项目工程
提供碎石牟利。 从2017年3月
开始，在未办理征占用林地手
续的情况下，以修路为名掩人
耳目在自家责任山林地挖山
采石。经过鉴定，李某罗占用
的林地已高达10亩，全部为国
家生态公益林，导致山体和森
林资源破坏程度十分重大，而
且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
可估量的损失。

“春雷2018” 专项行动以
来，长沙县森林公安局不断强
化打击各类涉林违法犯罪行
为。尤其是针对非法占用林地
案件，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打击
一起。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莫虎

男子非法占用
林地采石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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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0日讯 粉丝周
某无家可归， 网络主播戴青
海（化名）好心收留。不料，周
某却窃取了戴青海妻子的身
份证和信用卡， 通过冒用其
身份贷款、 套现等方式窃取
近2万元。今天，长沙市岳麓
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
周某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2017年11月， 周某通过
网络认识了做网络主播的戴
青海，并成为戴的粉丝。周某
交待，2017年12月中旬，他的
手机坏了、身份证也掉了，求
助戴青海。 戴青海好心的收
留了周某， 不仅让周某住在
自己的家中， 还借了1900元
给周某用于生活开销。 看周
某没有手机用， 戴青海的妻
子给了他一台苹果手机，里
面是她以前办的手机卡。

2018年1月10日，周某身
上的钱花得只剩了600多元，
就开始打歪主意。他偷走戴青
海妻子的身份证，在京东办理
白条贷款，额度当时审批下来

是7000元。 然后按照网贷套
现操作步骤，在京东上购买了
一台苹果7plus手机和一台
华为荣耀V9手机， 总价6988
元。贷款转到戴青海妻子账户
下后，周某撒谎说，找到了一
份工作，找老板支了5000元，
钱转到主播妻子支付宝账户
上，让她取出来给他。戴青海
夫妇没有怀疑，等钱转到支付
宝账户后，直接提现出来交给
了周某。

此外， 周某还窃取了戴
青海妻子的信用卡,�分多次
通过网络商城以购物套现的
形式窃取了1万余元。 同时，
试图用手机卡在网络上连续
消费三台手机套现。 因为被
发现，取消订单。在周某归还
手机给主播妻子后， 她发现
钱款被盗，选择了报警。

目前， 周某因涉嫌盗窃
被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记者王智芳 通讯员 邬炼

李俊鹏 实习生 尹霜

本报5月30日讯 今天上午，
长沙市民谭正年在湖南国际会展
中心一展绝活， 拉出的拔丝长度
30米， 打破了自己保持的吉尼斯
世界纪录。

谭师傅今年55岁， 住在长沙
市左家塘社区。 从15岁入行当厨
师起，他就对拔丝菜品颇感兴趣，
后来他跟着湘菜泰斗谭添三学习
厨艺， 对于拔丝菜品的创新得到
老师的支持肯定。“选择挑战拔糖
丝世界纪录，也是想向大师致敬，
向湘菜文化致敬。” 值得一提的

是，谭师傅这次挑战的，正是今年
3月14日他本人刚创下的25米拔
糖丝吉尼斯世界纪录。

上午9点30分， 在会展中心一
角，谭师傅摆上了电磁炉和锅，用油
炸过马蹄果后放到盘里，随后往油
锅倒入白糖，熬制成浆，出锅入碗
后，挑战开始。拿筷子确定糖浆粘稠
度合适后，便夹起糖浆飞快地往后
退。因为拔丝硬化快，起先试了两
次，拔出丝长度均没有超过25米。

第三次挑战开始后， 现场观
众都屏住呼吸拭目以待，10米、

20米、25米……这一次拔丝远远超
过了30米地标，挑战成功！

“拔出的丝长关键看炒糖的火
候和温度，少一分不黏，多一分会糊。
把糖炒融后，时机也犹豫不得，五六
秒钟拔丝最好。过了关键几秒后，糖
就硬了。”挑战成功的谭师傅现场分
享起拔丝的诀窍， 对于今天的成绩
很是满意，“超过了之前的记录，也达
到了自己设定的30米目标。 ”谭师傅
笑着说，为练习这个技能，20年来光
用掉的白糖也有200斤了。

■记者 陈柯妤

5月30日，长沙市生活垃
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焚烧）
项目举行媒体开放日， 三湘
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
自试运营以来， 已累计焚烧
处理生活垃圾50余万吨，日
“吞”垃圾5000余吨。

目前， 长沙市生活垃圾
日均填埋量从8000吨下降
至1500吨，八成以上的生活
垃圾实现了资源化、 无害化
处理。

垃圾“清洁焚烧”
可用来发电

浦湘生物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段佳告诉记
者， 长沙各地的生活垃圾被
运至厂房后， 首先倾倒至容
量达5万余立方米的垃圾储
坑， 经过5至7天的生物降解
后， 产生的污水进入污水处
理系统， 垃圾则通过储坑上
方直径6米、抓取量达12立方
米的大型垃圾抓斗抓取至焚
烧炉燃烧， 焚烧产生的高温
烟气通过余热锅炉进行热交
换， 产生蒸汽进入汽轮发电
机发电。

“污水经处理达标后回
用， 臭气和烟气经处理达标
后排放。”段佳说，项目采用
清洁焚烧工艺，焚烧炉、抓斗
控制系统、 烟气净化装置等
关键设备、 技术均具备全国
一流水准。

据了解，今年以前，长沙
每日处理生活垃圾约8000
吨， 处理方式以卫生填埋为
主， 已经难以承受与日俱增
的生活垃圾量， 且不可避免
地对周边环境带来一定影

响。该项目自今年1月18日试
运行，3月底通过满负荷试运
行， 日均进厂生活垃圾5492
吨、 累计焚烧生活垃圾50多
万吨、发电量约1.4亿度。长沙
市生活垃圾日均填埋量下降
至1500吨，焚烧率达到80%，
生活垃圾实现了资源化、无
害化处理， 固废处理场周边
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长沙将实现生活垃圾全
量焚烧处理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党委
书记、局长邓鹏宇介绍，该项
目是长沙唯一的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项目运行后，标志
着长沙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由
过去的“单一填埋” 升级为
“清洁焚烧” 综合处理体系。
另外， 城管部门建设了固废
综合处理智能监管指挥平台
实时监控进场垃圾量、 焚烧
工况、烟气指标等，同时将主
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在线监控
接入环保部门监测系统。

“以前不敢坐在院子里
吃饭， 现在几乎没有味道
了。”桥驿镇沙田村村民王艳
红家是距离处理场最近的村
户，仅1000多米，以往饱受垃
圾处理厂的臭味困扰， 而新
项目的运行， 终于还了她一
片清新的空气。

记者还了解到， 长沙市
城管执法局将在固废处理场
内建设长沙市污水处理厂污
泥与生活垃圾协同焚烧处置
二期项目，项目建成后，可日
处理近3000吨生活垃圾，实
现长沙市生活垃圾全量焚烧
处理。 ■记者 杨洁规

“单一填埋”升级为“清洁焚烧”，臭气和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焚烧产生蒸汽用来发电

长沙八成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理

网络主播好心收留粉丝
却被连盗数次

一勺糖拔丝30米，他用20年练就绝活
长沙厨师再次刷新吉尼斯纪录，20年来用掉白糖200斤

本报5月30日讯 记者今日
从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
公司获悉， 沪昆高速潭邵段大
修二期工程拟于6月中旬启动，
12月中旬完工。

范家山至周旺铺段是G60
沪昆高速潭邵大修二期工程的
第一阶段，全长44.8公里，项目
已经列为2018年湖南省重点工
程项目，并已按照建设“平安高

速”的要求，列为全省高速公路“放
心示范路”工程建设。本次大修拟
于6月中旬至9月中旬对北半幅(东
往西方向) 路面进行封闭施工，对
中分带护栏进行改造， 同时邵东
服务区新建工程和宝庆服务区提
质改造工程一并同步施工建设；
北半幅路面完工后，9月下旬至12
月中旬封闭南半幅 (西往东方向)
路面进行施工。 ■记者 和婷婷

沪昆高速潭邵段大修二期6月中旬启动

开车走沪昆高速这么绕行

链接 施工分流方案

强制分流线路：范家山互通→S80
衡邵高速→S75邵坪高速→S70娄怀高
速→S7001怀化绕城→G65吉怀高速→
G60沪昆高速(绕行76km)

诱导分流线路：娄底互通→S70娄
怀高速→S7001怀化绕城→G65吉怀高
速→G60沪昆高速(绕行24km)

区域内分流线路： 梽木山互通设
置为强制分流点， 强制邵永高速往潭
邵高速西行的车辆直行至安邵高速，
在邵阳西收费下高速后沿S217、G320
等道路绕行至周旺铺收费站后再返回
沪昆高速； 同时在邵阳县收费站引导
车辆通过S317绕行至隆回上高速。

南半幅封闭施工分流路线北半幅封闭施工分流路线

强制分流线路： 梽木
山互通→G55安邵高速
-S70娄怀高速→G60沪昆
高速(绕行14km)

诱导分流线路： 竹田
互通→G65吉怀高速→
S7001怀化绕城高速→S70
娄怀高速→G60沪昆高速
(绕行24km)

周旺铺至梽木山互通
路段采用单幅双向的通行
方式， 区城内出行的车辆
主要通过G320、 邵阳大道
等地方国省道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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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谭正年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表演拔丝绝活（扫二维码看视频）。 记者 陈柯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