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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邬红艳)6 月 17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荔浦法院对一起运输毒品案进行了一审宣判，以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
人韦某兴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
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韦某林、韦某旺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
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二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8 年 2 月 5 日 12 时许，韦某(在逃)电话联
系被告人韦某兴、韦某林、韦某旺，密谋去藤县太平镇帮其运输毒品，
商定由韦某林、韦某旺驾驶一辆小车在前面探路，韦某兴驾驶另一辆小
车负责运输毒品，并交待 3 被告人从国道去，走高速公路返回。出发
前，韦某分别给韦某兴、韦某林每人 800 元现金和一张电话卡，用于
两车路途开支和联系，承诺运回毒品后再给每人 2000 元报酬。

随后， 3 被告人驾驶两辆小车前往藤县太平镇。当日 15 时许，
韦某兴在太平镇拿到毒品后，电话告知韦某林、韦某旺可以返回， 3
被告人按照韦某的交待从藤县上高速返回。 19 时许， 3 被告人从阳
朔县高田收费站下高速时被公安人员拦截抓获，当场从韦某兴驾驶的
小车中查获用黄色透明胶和白色塑料薄膜包裹的毒品海洛因 10 块，
净重 3470 .79 克，含量为 19 .4% — 34 .2% 不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韦某兴、韦某林、韦某旺为获取非法利
益，明知是毒品而帮助他人运输，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二款之规定，构成运输毒品罪。根据 3
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并结合 3 被
告人在本案中的作用地位，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市中院宣判

一起运输毒品案
3 人承运毒品被判重刑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陆卫萍)“ 6·26 ”国际禁毒宣传日
来临之际， 6 月 18 日，永福县禁毒办联合永福县山歌学会在茅江桥
河畔群众大舞台以文艺演出形式进行禁毒宣传。

据了解，在当天的宣传活动中，山歌学会的成员们将禁毒知识融
进山歌对唱，结合带有民族特色的音调和快板旋律，节奏明快，琅琅
上口；彩调则精彩演绎了一个吸毒人员将美好的家庭弄得支离破碎，
最后悔过自新、戒除毒瘾的故事，让群众听得过瘾，看得入神。

山歌学会成员多是退休老同志自发组成，其中一位大爷年逾九十，
但是他们在舞台上投入表演，表现出对禁毒宣传的热情与支持。观众也
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这场生动的禁毒知识宣传演出活动的肯定。

活动当天，禁毒办工作人员还向群众发放了数百份禁毒宣传环保
袋和禁毒知识小册子，大力宣传吸毒对个人和家庭、社会的严重危
害，让群众远离毒品危害。

永福以山歌彩调

宣传禁毒受欢迎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刘丰斌 实习生秦胜息

放牛娃开起了生态养牛场

6 月初，三花水屯那一片 5800 多亩
的草场一片油绿，在一个山谷中， 30 多
头黄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头戴草帽的肖
祥富站在距离牛群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
目光迅速地在每一头牛身上扫过。“这些
牛晚上是在山岭上过夜的，所以每天我都
要花一个上午的时间来清点一次，看看有
没有走丢的。”肖祥富说。

今年 52 岁的肖祥富是土生土长的三
花水屯人，对于这片宽广的草场再熟悉不
过了。“我从小就在这里放牛，到现在
40 年了，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半开
玩笑地说，“我没读过多少书，没什么其
他本事，只会养牛。”肖祥富告诉记者，
小学毕业后由于家里穷就没有继续上
学，开始了他的看牛生涯。据他介绍，
以前天门村的村民种田，每家每户都会
养一两头牛来耕田。等插完秧以后，为
防止牛破坏庄稼，村民便把牛赶到村后
山的那块大草场去放养。肖祥富揽下了
帮村民看牛的活。

后来，肖祥富虽然上门到中峰镇枫木
村，但结婚没几天，便带着老婆又回到了
三花水屯。“别人都嫌三花水屯山高路

远，跳出去再也不愿
回来，而我却舍不得

离开这里。”肖祥富
说，当时天门村有 100

多头牛，他负责看管这些
牛，一头看管 1 0 0 天有

100 块钱，最多的时候他跟村
里另外 3 个村民一起看管过 750

头牛。
“这么多牛，又没有围栏，不怕它们

走丢吗？”面对记者的惊奇，肖祥富微微
一笑：“这么多年我还没有看丢过一头牛
哩。”多年来，肖祥富走遍了这片草场的
每一个角落，对牛的习性了如指掌。“夏
天的时候它们喜欢往山顶爬，冬天则喜欢
到深谷中躲。”除了了解牛的习性外，肖
祥富还有一项特别的本领——— 分辨出草场
的每一头牛。“没这个本事，我每天怎么
清点牛的数量。”肖祥富笑着说，有几
年，冬天草场太冷，他一个人把 40 多头
牛从三花水屯赶到距离 50 多公里远的枫
木村，这一“壮举”让肖祥富成了村民眼
中名副其实的“牛大王”。

后来，随着村民纷纷逃离这个偏僻的
小山村，养牛耕地的农民越来越少，肖祥
富也面临无牛可放的窘境。“这么好的天
然草场，不利用起来太可惜了。”肖祥富
不愿就此离开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决定承
包下这片大草场，自己养牛。

2009 年，肖祥富说服在县城开饭店
的弟弟肖祥贵和家里的另外几个兄弟共同
出资，承租下了大草场，他和妻子两人负
责打理，念起了他的绿色生意经。

昔日穷山沟，今朝富饶地

从 2009 年 5 月起，肖祥富跟妻子便
把家搬到了草场上，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简单生活。那时候，从三花水屯到
草场没有通路，也没有通电，山上的生活

物资都需要肖祥富夫妇肩挑背扛带上去。
即便如此，肖祥富也没有丝毫退却的念
头。“我是个山里人，城市生活过不惯，
还是山里的生活适合我。”肖祥富笑着
说，这里看似贫困，其实很富足。因为这
里位于越城岭山脉腹地，有一片 5800 多
亩的高山草场，是一个植被覆盖率达
95% 以上的天然氧吧，成了牛、羊生态
放养，高山冷水鱼养殖，以及白芨、重
楼、黄精等名贵药材种植的“富地”。

承包下草场后，肖祥富、肖祥贵等兄
弟 10 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富地”，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在这块高山草场种上
了水杉，为这片“富地”点缀了固土保水
的“绿色卫兵”。肖祥富自己也放养了
50 多头牛。由于这里土壤气候好，又是
放养，肖祥富的牛很受市场欢迎，牛肉市
场价卖到 100 元一斤，但还是供不应
求。“我们不喂饲料，靠天然草料，牛的
生长速度慢，一头至少要养 4 年多时间
才能卖。”肖祥富说。看到肖祥富放养的
牛在市场走俏，其他几个兄弟也心动了，
纷纷决定入股成立公司，实现规模化养
殖。 2016 年，肖祥富等人经过协商，以
土地、资金入股的形式，共同出资成立了
康恒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抱团扛起生
态发展的旗帜。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先行。天门村三
花水屯位于资源镇北部，距县城约 25 公
里，全屯共 37 户 116 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有 9 户 38 人。“看到屋，走到
哭”。一直以来，路是制约这个秀美山村
发展致富的“硬伤”。从资源县城到草场
有 30 多公里，采访当天记者驱车花了一
个半小时，全程都是高低不平的石沙路，
有的地方被雨水冲刷后只有四驱的越野车
才能上去。多年前，三花水屯村民集资修
通了这条破烂不堪的通屯路，让村里勉强
可以通车。但三花水屯到草场却没有路，
只有牛羊长期踩踏出的羊肠小道。也因为
没有通路，三花水屯这片资源丰富的大草
场被村民弃之如敝履。为了修通三花水屯
到草场这条 6 . 8 公里的产业路，肖祥富
等人带头甩开膀子、撸起袖子加油干。村
民们看着这条顺着山势蜿蜒而上的产业

路，仿佛看到了致富的希望一般，也参
与到修路当中，投工投劳。经过一年多
的不懈努力，耗资 240 余万元，2016 年
底，这条带动三花水屯致富的产业路正
式开通了，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进“富
地”。2016 年底，肖祥富兄弟又筹资 20
多万元，接通了草场的生活用电。

2017 年，公司养牛基地正式建成，
建设面积 6300 平方米，其中牛舍面积
3500 平方米，办公区、加工区、生活
区等 2800 平方米，并配套建设有干草
储存仓库、青贮池、污水处理池、消毒
房、兽药室等设施。 2018 年公司养牛
基地获得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相关
证件，现该基地存栏本地黄牛 260 余
头，每年可出栏黄牛 50 余头。同时该
公司还建成高山冷水鱼养殖场 25 亩，
场内存鱼 3 万余斤，全部采取人工割
青草喂养。

“我们的牛羊全部采取生态放养，
完全符合有机的要求，现已请第三方机
构进行有机认证。下一步我们将采取线
上线下‘订单’销售模式销售基地的有
机产品，届时外地客人可以预订基地的
产品，并通过网络实时监管自己所订产
品的生长情况。”肖祥富对公司未来的
发展充满了信心。

肖祥富兄弟愚公移山的创业精神，
让天门村的村民也看到了发展的希望。
刘登和是三花水屯村民，上有二老下有
两小，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公司
修建产业路要经过他的责任山，他果断
放弃现金补偿，选择以土地入股加入到
公司阵营。当问及他为什么选择加入公
司时，他笑嘻嘻地说：“路通财通，算
是为脱贫买份保险吧。”

据天门村支书周仲友介绍，如今在
康恒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的带动下，
村里主要依托高山草场天然的地理气候
优势，发展以“生态种养+农家乐”为
主的生态产业，产业发展蒸蒸日上。目
前，该公司已发展和带动周边养牛户
58 户，其中贫困户 23 户。昔日的穷山
沟在肖祥富及其兄弟的带动下，成为了
中草药成林、牛羊成群的富饶地。

走基层·人物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念起绿色生意经

肖祥富：“放牛娃”变“牛大王”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林晨予)因为是熟人，出于交情对账单
没有走规定流程，蔡某因为自己的轻信被熟人潘某骗了 8 万多元。

潘某与蔡某同为旅游从业人员，共同租用办公场地，各自开展旅
游业务活动。 2016 年初，潘某因业务扩大，搬至其他办公室，二人
虽不在一起办公，但私下交情不减。

2016 年 11 月，潘某与马来西亚一旅游机构签订了 4 个入境旅游
团协议，确认账单上收款人系潘某及徐某。因潘某缺乏资金垫付团
费，就找到蔡某，商量利用与蔡某多年的交情及业务往来，伪造收款
人为蔡某的确认账单让其垫付资金接团，并承诺将团款全部转入蔡某
的账户，全部利润归蔡某所有。

基于对潘某的信任，蔡某在看到确认账单及行程单之后答应了潘
某的合作要求，并未就相关内容向马来西亚的旅游机构进行确认。之
后，蔡某按约定完成了 4 个团队的旅游行程并垫付团费。行程结束
后，马来西亚方如约将款项支付到位。但潘某收到团款后将钱用于偿
还其个人债务及生活开支，并于同月 30 日出逃马来西亚，与蔡某彻
底断联。 2019 年 2 月 14 日，潘某因签证到期被遣返桂林。

近日，潘某因伪造确认账单、虚构事实骗取他人人民币 84545
元，被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七星区人民
法院判处潘某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

利用熟人信任而骗取其钱财的潘某最终尝到了犯罪的苦果，被害
人蔡某也终于得到了一个说法。这看似是个较为圆满的结局，但二人
之间的信任与友谊却已消失殆尽。为此，检察官提醒大家，面对熟人
间财物、业务往来时，自己要多留个心眼，仔细核对相关材料，留存
好相关证据，以免落入“有心”熟人的骗局中，既损失财物又折损情义。
检察官提醒防范熟人诈骗有“四要四不要”：1 . 涉及财物业务往来，要
慎重起见不要轻信他人；2 . 纵使交情颇深，要仔细斟酌不要轻易达成
合作；3 . 合同、文件等材料，要逐项核实不要仅复核文本内容； 4 .
发现可能存在熟人诈骗，要及时报案不要拖延。

诈骗熟人 8 万多元

男子获刑 3 年 7 个月
检察官：防范熟人诈骗有“四要四不要”

本报讯(通讯员陈善旭 吕利华)6 月 18 日上午，灵川县举行
2019 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县食安委各成员单位及食品
生产经营者代表等 100 余人参加。

2019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尚德守法 食品安全让生
活更美好”。宣传周活动期间，县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农业、公
安、畜牧、工信等部门将依次举办各具特色的主题日宣传活动，以创
建广西食品安全示范县工作为契机，以坚决的态度、过硬的措施、更
大的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启动仪式现场，开展了宣传咨询“一条街”活动。县市场监
管、卫生健康、农业、公安、畜牧、工信等食安委成员单位通过设置
展台展板、悬挂条幅、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大力宣传食品安全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知识，介绍部门职责、假冒伪劣不合格食品辨
别技巧、食品安全注意事项、举报电话等内容，现场发放宣传资料 1
万余份，受到人民群众好评。

该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 6 月 28 日。其间，各相关
部门和各乡镇将组织食品安全宣传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等活动。

灵川县启动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资源镇天门村三花水屯是资源县为数

不多的至今还没有通水泥路的自然村之

一。这里山高路远，村民纷纷选择外出打

工逃离这个封闭的山村。而村民肖祥富却

选择坚守，他跟家里的几个兄弟租下屯里

的 5800 多亩天然草场，种植水杉、中草

药，放养牛羊，发展绿色生态种养，带领

这个贫困的小山村脱贫致富。

肖祥富在向鱼
塘撒青草。

记者汤世亮 摄

这条
沿着山势蜿
蜒而上通往
草场的沙石
路，是肖祥
富和他的兄
弟们经过不
懈努力肩挑
背扛修出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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