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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小区配套设施建设应以契约为准

最美阳光致富示范户
（带头人）进入网络票选

本报9月11日讯 今天， 记者
从湖南省残联、省扶贫办获悉，百
名残疾人阳光致富示范户、 阳光
致富带头人评选活动已进入网络
投票环节。从9月10日至9月21日
上午10时，大家可进入新湖南投
票 通 道 http://zh.voc.com.
cn/wx/index.php?topic=15� ，
选出你最中意的10人。

目前，经初选后入围者共有20
名，分别为覃政兰、余小龙、谭健祥、
谢苏成、魏伍林、徐三山、伍换香、周
义伟、刘克顶、张凤鸣、涂四喜、彭南
云、王爱华、潘定才、陈代云、肖守
芳、何少平、肖从玉、石杰忠、李拼。

本次活动采取专家评审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具体评审
结果将于10月中旬公布， 获奖的
10人有望获得省残联有关政策支
持和项目扶持。 ■记者 杨昱

本报9月11日讯 近期
一些地方的局地降雨， 使我
省局部旱情得到进一步缓
解。全省已进入后汛期，省防
指要求各地坚持防汛抗旱两
手抓。

今年以来 (1月1日至9月9
日)，全省平均降雨956.7毫米，
其中入汛以来（4月1日至9月9
日）742.4毫米， 分别较历年同
期均值偏少18.9%、17.9%。

受前期降雨偏少和持续
高温天气影响，6月下旬以
来， 我省部分地方发生不同
程度的干旱。7月30日， 全省
干旱达到峰值， 进入8月份
后，多地发生阵性局地降雨，
湘中一带干旱基本解除，湘
北局部干旱仍维持。9月3日
统计，仍有长沙、株洲、岳阳、
常德、张家界5市16个县市区
51万余亩农作物受旱， 其中
轻旱29.5万亩、 重旱16.9万

亩、干枯4.7万亩，因旱饮水困
难群众0.1万人。最新旱情正
在统计。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本
周我省前期大部分地区天气
较好。12日白天， 湘西州、张
家界及常德、 怀化北部多云
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
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12日
晚到13日白天：湘西北、湘东
南多云， 大部分有分散性阵
雨，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13
日晚到14日白天： 湘南多云
转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

近日气温呈缓慢回升态
势 ，12日最高气温湘西北
25-27℃ ， 其 他 地 区
30-32℃ ， 最 低 气 温
18-20℃。 预计14-15日前
后， 部分地区最高温在33℃
左右， 但是没有大范围高温
出现。 ■记者 李成辉

本报9月11日讯 省政府今天
召开全省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再部署全
省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
措施，打赢动物疫病防控战。

自8月初发现我国首例非洲
猪瘟疫情以来，已有6个省陆续发
生多起非洲猪瘟疫情， 疫情防控
任务艰巨。 会议对全省非洲猪瘟
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作了进一步
部署， 要求各级各部门按照国务
院会议的要求， 按照动物疫情一
级响应防控要求落实防控措施。

会议指出， 虽然当前我省尚
未发现非洲猪瘟疫情， 但未来疫
情的蔓延扩展有很大不确定性。
会议要求，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全
面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一
要加强疫情排查。开展全方位、全
覆盖排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预警、早处置，及时消除疫情隐
患。二要强化生猪调运监管。防控
期间，关闭所有生猪交易市场，禁

止从疫区省份和疫区周边省份调
入生猪， 外省调进生猪不得路经
发生疫情的省份。 三要严格泔水
餐厨剩余物监管。 禁止未经高温
处理的泔水及餐厨剩余物喂养生
猪， 完善餐厨泔水产业链监管措
施。四要落实工作责任，即地方政
府属地管理责任、 相关部门联防
联控责任、 养殖和屠宰等从业单
位和人员动物防疫的主体责任。
五要统筹做好口蹄疫、 高致病性
禽流感、 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
防控， 加快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体系建设进度。

会议要求，中秋、国庆将至，
即将迎来猪肉消费高峰期， 全省
各级要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努力保障猪肉市场供应。

省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
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各市
州、 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及有关
部门、 各乡镇政府负责人在市县
分会场参加会议。

■记者 张尚武

“小区内怎能建大型垃圾中
转站？” 每每看到小区内的垃圾
场， 万达公馆的业主陈女士就很
是气愤，“环保局和街道在没有征
求我们全体业主意见的情况下，
强行在小区内建公共垃圾转运
站。这是业主共同分摊的，其所有
权和使用权均属于业主。” 对此，
开发商和社区均表示， 垃圾站已
被纳入此次政府提质改造范围，
改造后产权仍属于业主共有。（详
见本报A03版）

长期以来，小区业主、开发
商和基层政府（或带有官方性质
的基层自治组织）， 在利益的博
弈上扮演着微妙的角色。基层政

府看重公共政策的执行，小区业
主看重自己的切身利益，开发商
居中，看重的是商业利益，发生
冲突的时候，开发商和基层政府
往往会合流成为小区业主的对
立方。

不得不说， 此次争议的双方
的质疑和回应并不在同一轨道之
上，颇有点鸡同鸭讲的尴尬。小区
部分业主反映的是垃圾站扩建污
染了他们的居住环境， 作为公摊
部分， 随意改建侵犯了他们的共
有产权。 而社区和开发商则回应
改建后产权依然归业主所有。很
显然， 开发商和社区一方缺乏沟
通的诚意，回避了问题的本质。问

题的本质是扩建后的垃圾中转站
恶化了相关业主的居住环境，也
变相贬低了他们所持物业的价
值，造成了他们的财富损失，而开
发商和社区“产权依然属于业主”
的回应并无法解决业主的任何问
题， 对相关业主的身心健康和财
富损失的负面因素没有任何消除
作用，它不是一颗“定心丸”，而只
是一个廉价的“安慰剂”。

而且，开发商和社区的回应，
在逻辑上构成了“悖论”，其“产权
依然归业主所有” 的解释是建立
在“产权异化”的基础上的。因为
根据产权精神， 开发商在未经业
主集体同意的情况下， 就不能进

行任何“改建”。违反产权法律精
神在先，随后的“产权不变”就是
空话， 这就有如你未经我的许可
给我的小狗注射了毒素然后又辩
称“小狗的产权依然归我”一样苍
白，因为问题的本质是，你在给我
的小狗注射毒素的时候就已经侵
犯了我的产权。

所以， 问题的解决需要回到
法律本身。 需要以契约精神为最
高原则。 如果开发商当初售房时
没有明示今日的“垃圾中转站扩
建”， 开发商就违背了契约法则，
需要负起责任；如果现在的“垃圾
中转站扩建” 没有经过全体业主
的同意， 相关方面就应该暂缓扩

建行动， 先做好对相关业主的安
抚工作， 在取得他们的谅解并在
法律层面达成共识后再进行项目
改建。

垃圾中转项目属于公共项
目，有其建设的合理性，但任何公
共设施建设的合理性都应服从于
法律， 不得侵犯民众个人或集体
的产权。我们认为，要解决此类纠
纷，公平、公正、谅解、互助是道义
准则， 而契约精神则是最高法律
准则，只有遵守这两大原则，才能
直视问题解决问题。否则，只能敷
衍于一时， 而不能保长久之安宁
与和谐。

■本报评论员 张英

省政府部署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尚未发现疫情但存在不确定性

一级响应布控，打赢动物疫病防控战

入秋“失败”，高温逐日回升

9月11日，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与太平街交会处西南角，异地重建的苏州会馆、鸿记钱庄主体建设已
基本完工。这两栋历史旧宅原来分别位于福胜街及相邻的坡子街，于2012年下半年拆除,现移至与原址
一街之隔的太平街上，按“修旧如旧”的原则重建。 记者 田超 摄

太平街重现两座古建筑

本报9月11日讯 今日23时
10分许，在省公安厅、衡阳市公安
局和武警衡阳支队的大力支持
下， 耒阳市公安局追捕搜查民警
在耒阳市公黄公路仙人桥卡口，
将耒阳市黄市镇“9·7”杀人案犯
罪嫌疑人胡某利抓获归案。

2018年9月7日凌晨2时许，
耒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
报警称，黄市镇严村村3组发生打
架斗殴，有人受伤。接报后，耒阳
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第一时间
指派黄市派出所出警至现场，并
通知120赶赴现场。

处警民警发现现场有1人已
死亡，3人受伤。 在送往医院抢救
途中，其中1人抢救无效死亡，另2
人正在耒阳市人民医院抢救中。
随后， 耒阳市公安局立即启动命
案侦破机制， 刑侦民警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开展勘查和侦破工作。

经查：伤者肖某梅（女，38岁，
耒阳市黄市镇金坪村2组）， 现在

耒阳市人民医院救治； 伤者肖某
泉（66岁，耒阳市黄市镇严村村3
组，系肖某梅父亲），现在耒阳市
人民医院治疗；死者李某（女，61
岁， 耒阳市黄市镇严村村3组，系
肖某梅母亲）；死者陈某（男，7岁，
系肖某梅之子）。

经走访调查， 犯罪嫌疑人胡
某利（男，1968年4月2日出生，河
南省新蔡县人），作案后潜逃。

为了尽快将犯罪嫌疑人捉
拿归案，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袁
友方，衡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胡志文于案发当天即赶赴
案发现场指导侦破工作，并从衡
阳调集刑侦、网警、特警、武警赶
赴耒阳参加搜山围捕行动。法网
恢恢，疏而不漏，经过93个小时
不间断的搜捕，凶手胡某利终于
落入法网。

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李钢彪

实习生 薛国清

耒阳“9·7”命案嫌犯深夜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