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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易璋）爱花之心人皆有
之，资源县一男子爱花却不买花，看到他人或市政公共场
所种植的花木好看，就经常偷回家欣赏。近日，资源县公
安局中峰派出所抓获了这名频频盗窃他人花木的“采花大
盗”，一举破获盗窃花木案件近 10 起，涉案总价值
4000 余元。

2019 年下半年以来，资源县城区经常性地接到群众
或市政单位报警，称家中或市政公共场所种植的花木盆景
被他人盗窃，既有价值较高的金心双色三角梅等花木，又
有品相较好但价值一般的普通花木，还有一些造型别致的
花盆也被盗走。资源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后，立即组织
警力对这些盗窃案件进行并案侦查。

经过办案民警持续不断侦查及走访被盗失主和案发现
场附近群众，终于认定了资源镇同禾村居民喻某有重大作
案嫌疑，但喻某经常不在家中，行踪一时难以确定。

10 月 10 日凌晨，中峰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巡逻时发现
一可疑男子深夜搬着花盆，经上前盘查发现该男子正是多
次盗窃他人花木的犯罪嫌疑人喻某，遂依法将其传唤到公
安机关。经审讯，喻某如实供认了其多次盗窃他人家中、
商铺和市政公共场所花木盆景的犯罪事实。喻某盗窃而来
的花草树木及花盆等赃物，全部被资源警方依法予以收缴
并清查后交还被盗失主。

据喻某供诉，其平时就爱好种植、欣赏花木，自去年
以来，他有了盗窃他人和市政公共场所花木盆景，拿回家
供自己欣赏的想法。于是，他先后多次流窜到资源县城城
南、城北地区，一旦看到群众家中或商铺门前以及市政公
共场所种植的花木盆景品相较好，就深更半夜或趁人不备
将花木盆景盗走，放置在自己家里留着欣赏。对于一些他
能看上眼的造型别致的花盆，他也顺手一同打包带走。

近日，犯罪嫌疑人喻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资源县公安
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当中。

爱花却不买花 深夜频盗花木

资源一“采花大盗”

被民警人赃俱获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淞宇）两名男子冒充警
察抓嫖，敲诈勒索受害者 1 万元，还没高兴多久，这两名
“李鬼”就被民警抓获。

今年 9 月 17 日，家住兴安县界首的江老汉路过某街
道时，一名女子在街边向其打招呼，一时鬼迷心窍的江老
汉便走了进去……事后，江老汉回到界首。突然一辆小车
停在他身边，车上有两名男子，其中一人还穿着一件没有
肩章、警号的警服。两人表示，要找江老汉聊一聊。

江老汉以为是警察找他，将信将疑地上了车。对方表
示，江老汉在县城做的事被他们掌握，要把江老汉送去派
出所接受处罚。

听对方这么一说，江老汉被吓得六神无主，向两人央
求私了。两名男子表示，如果江老汉拿出 1 万元来，他们
去打点一下，这事就能解决。

之后江老汉被他们开车带到兴安县城，从银行取了 1
万元现金交给两人，才算“躲过一劫”。事后，江老汉越
想越不对劲，便来到公安局报案。

有人身着警服敲诈钱财，这严重影响了人民警察的形
象。接警后，兴安县公安局高度重视，出动警力对案件展
开调查。在县局合成指挥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办案民警锁
定了嫌疑人蒋某兵、赵某军。 9 月 29 日，警方将两名嫌
疑人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蒋某兵、赵某军供述 9 月 17 日二人
开车在县城转悠，经过某街道时发现江老汉随一名女子进
入一间小屋，估计江老汉在做非法的事。二人手头拮据，
一合计，便想出冒充警察敲诈钱财的主意。

目前，蒋某兵、赵某军因涉嫌敲诈勒索，被警方采取
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根据此案发现的
问题，兴安县公安局加强了该区域的卖淫嫖娼行为的打击
力度，先后抓获拘留了一批卖淫嫖娼违法人员。

兴安警方提醒，警察在着便衣执法办案过程中，会向
当事人(嫌疑人)出示警官证。警察在着警服状态下，会佩
戴肩章、警号等全套标志标识。

如果发现警察在工作中，有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
案或索贿等徇私枉法行为的，可向公安机关督察部门反
映，也可直接向纪委监委举报。

冒充警察敲诈勒索

被真警察抓了
昨天是市区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通行规定正式实施劝导期首日

交警开出 170 张“警告单”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聂梦娴)“你

好，你现在驾驶的是三轮车，不允许在该路段
通行。”“现在交警部门将对你的交通违法行
为给予警告处罚。”…… 10 月 15 日，是我市
实施城区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通行规定首
日，市公安交警部门在各城区重要路口对“闯
禁”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开展整治行动。

上午 9 时 30 分许，在象山区西门菜市
路口，一辆行驶在民族路上的三轮车被象山
交警大队执勤交警拦停。当交警询问三轮车
驾驶员是否知道该路段不允许三轮车通行
时，该驾驶员一脸茫然。对此，交警向其发放
了《桂林市城区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整治工
作宣传提示》，并告知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可
通行的时间和路段。最后，象山交警对该三轮
车驾驶员开具了“警告单”，予以警告教育，并
让其在保证书上签字承诺。据观察，由于民
族路靠近西门菜市，有不少三轮车经过，被
交警一一拦停并进行宣传教育。

在交警开展整治行动期间，有许多群众
上前询问交警有关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通行
规定的内容，现场交警也耐心向群众一一告

知。
上午 10 时 45 分，王师傅驾驶电动四轮

车在十字街路口被秀峰交警大队执勤交警拦
下。经检查，王师傅驾驶的电动四轮车没有牌

照和证件。王师傅告诉交警，这辆车是他
2019 年 3 月份在中山北路某店铺买的，当时
店家称这辆车可以正常通行，交警不会管。对
此，执勤交警向王师傅介绍了《桂林市城区三

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通行规定》以及管理办
法，并开具了“警告单”。

据现场民警介绍， 10 月 15 日至 31 日
为教育劝导期。其间，桂林公安交警部门将
在城区重要路口，依托交警岗亭设置教育劝
导点，对违反通行规定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
车驾驶员进行宣传提示，解读通行规定。对
第一次违反通行规定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
车，交警部门将对其开具“警告单”，发放
宣传提示资料后教育放行；如再次被拦截查
处，在开具“警告单”后需抄写保证书，接
受交通安全教育。据统计，截至昨天 16
时，桂林市公安交警部门在城区范围内对违
反通行规定的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开具“警
告单” 170 张，劝导教育 300 余人次。

“家中有此类车辆的，在过渡期内应充
分了解有关的通行规定，在允许的时间和路
段通行，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我市道路
交通秩序。”采访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
关负责人表示，从 11 月 1 日起，对违反通
行规定的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的交通违法行
为将依法进行处罚。

 交 警
在 对 一 名 违
规 行 驶 的 电
动 三 轮 车 车
主出具“警告
单”，并进行
教育。

记者陈静
通讯员
张智 摄

本报讯(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张兴福)2015 年以
来，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决战，临桂区黄沙瑶族乡大力
推进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挖掘黄沙自然生态、林
下经济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现代农业等特
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党建产业深度融合、多元发展的路
子，为建设富裕新瑶乡打下坚实基础。

黄沙瑶族乡是临桂区最边远的一个山区乡，全乡
下辖黄沙、翻水、围岭、滩头、宇海 5 个村委，共
66 个自然村、 63 个村民小组， 5500 多人。境内高
山绵延，沟壑纵横，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和缺
乏特色产业成了当地群众致贫的主要原因。 2015 年
精准识别出建档立卡贫困户 190 户 681 人，围岭和
翻水两个行政村被认定为自治区“十三五”贫困村。

“基础设施滞后是黄沙农村致贫的重要原因，也
是打赢脱贫攻坚仗的主要障碍。”该乡党委书记杨湘
桂说。 2015 年以来，黄沙瑶族乡狠抓基础设施建
设，修通了黄沙至五通的四级公路，大大方便黄沙瑶
族乡人民的出行，较之前走宛田老路到临桂城区要节
约半小时的车程，也为该乡脱贫攻坚奔小康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 2015 年来，通过一事一议和上级支持，

共修建公路 139 公里，累计投资 3 . 3 亿多元，基本
实现全乡交通网络畅通。全乡移动通信基站从原来的
3 个增加到如今的 33 个，从原来的 17 个有电村实现
了高压电全乡覆盖，消除了无电村 49 个。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为黄沙瑶族乡贫困户脱贫摘帽夯实了基础。

“要想让贫困户真正摆脱贫穷，就必须大力发展
产业，增强他们的自我‘造血’功能。”杨湘桂说。
在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黄沙瑶族乡党委、
政府也十分注重特色产业的打造。近年来，黄沙瑶族
乡立足“生态保护立乡，林下经济富乡，生态旅游兴
乡”的发展思路，着力保护生态，生态旅游和林下经
济齐头并进，因地制宜，深入挖掘黄沙自然生态、林
下经济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现代农业等
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党建产业深度融合、多元发展
的路子。目前全乡种植有百香果 5000 亩、生态有机
茶 1000 亩，罗汉果、灵香草、金银花、七叶一枝花
等中药材 5000 多亩；同时打造了黄沙冷水瘦身鱼养
殖基地，壮大黄沙土鸡、黄沙土鸭、黄沙高山烟熏腊
肉、黄沙芭蕉芋酒等特色产业。还建立了围岭村委香
菇大棚种植基地和翻水村委烘干产业加工厂两个集体

经济项目，建立标准化、集约化的生产体系，实现
了“一乡多品”的新格局。

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特色产业的稳步发
展，黄沙瑶族乡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据统计，截至今年 9 月底，
全乡已脱贫 179 户 651
人，剩下 10 户 29
人也已达到脱贫
标准，将于近
期进行“双认
定 ”脱 贫 验
收；两个“十
三五”贫困
村的围岭村
委于 2 0 1 8
年成功脱贫
摘帽，翻水村
委也将在 2020
年底脱贫摘帽。

■黄沙瑶族乡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之一

黄沙瑶族乡：夯实基础拔穷根 壮大产业摘穷帽

“80 后”养殖大户谢富杰：一切“虫”新开始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邱菊 黄文毅 文/摄

9 月，酷暑还没有消去。平乐县沙子镇
保安村的村民谢富杰顶着烈日乐呵呵地奔走
在自家竹虫养殖场和村贫困户培训基地之
间。“ 80 后”谢富杰曾是当地小有名气的
竹鼠养殖大户。竹鼠被禁养后，对养殖执着
的谢富杰并未就此放弃，他辗转全国各地学
习考察新的养殖品种。如今，在只保留“阳
光助残扶贫基地”这一块标识牌的养殖场
里，年近不惑的谢富杰“虫”新开始，仍然
是 15 年前的那个满怀热情的创业青年。

竹鼠养殖大户因禁养陷入困境

9 月下旬，平乐县沙子镇保安村沉寂了
大半年的最大的竹鼠养殖场又恢复了生气，
几名工人正在忙着给养殖场新的“主
人”——— 竹虫喂食。看着一派忙碌的场景，
谢富杰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983 年，谢富杰出生在保安村一贫困
家庭。由于家里穷，初中毕业之后，谢富杰
就没有再上学了，与父母一起走上了靠山吃
山的创业路。看到村里其他人种植沙田柚发
了财，他们也把自家的 40 多亩山地全部种
上了沙田柚，每天都吃住在山上。

2005 年的一天早上，22 岁的谢富杰在
巡查果园时，挖到了几窝竹鼠，谢富杰看到瑟
瑟发抖的幼鼠心生怜悯，决定把它们养起来。

“竹鼠不好养，莫给村民看笑话！”父
亲的这句话反而激起了谢富杰，他开始一边
管理果园，一边研究起竹鼠养殖来。

虽然没有读过很多书，但谢富杰对养殖
却显得颇有心得。经过几年的尝试探索，谢
富杰逐渐摸透了竹鼠养殖的门道，成了平乐
有名的竹鼠养殖大户。

但是，好景不长，今年年初的疫情，让
谢富杰的竹鼠养殖场每天都在亏损，谢富杰
奔波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一方面寻求政府和
林业部门的帮助，另一方面每天仍需回到家
处理死去的竹鼠。

在得知谢富杰的情况后，沙子镇党委、
政府及时和他沟通了解情况，多次来到养殖
场调研并帮助他另寻出路。在迷茫了一段时

间后，谢富杰重新振作起来了，在知晓了野
生动物处置方案后，他带头转变，积极配合
政府的决定，率先将自己的全部竹鼠交由政
府处理；他还积极帮助同村的其他养殖户处
理竹鼠，联系处理方、准备运输车辆、清点
竹鼠等。在谢富杰的配合下，保安村的野生
动物处置工作显得格外顺利。

竹鼠养不成了，那该怎么办呢？望着自
家去年贷款几百万元扩建的宽广的养殖场，
谢富杰心里一时没了底……他带着这个问题
不断外出学习，考察其他地方的养殖品种和
技术。

“其他的技术我没有，我就是要搞养殖。”
凭借这一股“倔”劲，谢富杰花了两个月的时
间从广西学到广东，养殖种类从山里学到海
中，最后，他决定向广东广宁县养殖户学习养
殖竹虫。“养竹虫见效快，成本不高，市场行情
还不错。”谢富杰告诉记者，养殖一斤竹虫的
成本只需 15 — 20 元，而当下市场价能卖到
60 — 80 元每斤，养殖期不到一个月。

“你可别小看这小竹虫，它富含蛋白
质，可供食用，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
还有养颜的作用。”当记者再次来到谢富杰

的养殖场时，他兴奋地向我们介绍竹虫的用
处。竹虫是一种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的食
材。它寄生在竹筒内，啃吃竹子的幼嫩部
位，从竹尖逐节往下吃，最后藏于根部，
20 天内能从米粒大小长到手指头般粗大。
这种原本是破坏竹子生长的虫子，在谢富杰
手上成了绿色健康的特色美味。在他的养殖
场里，竹虫已不再是啃食竹子，而是“享

用”着专门配制的营养丰富的替代饲料。目
前，谢富杰已成功引入第一批 2000 盆竹虫
进行规模化养殖。

重新转产发展竹虫养殖的谢富杰，没有
忘记村里的父老乡亲，特别是还处于转产迷
茫期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五保户等弱势群
体。“之前是我带着他们养竹鼠，现在我还
想带着他们养竹虫。”看到贫困户举棋不定
的样子，谢富杰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你
们可以在我这拿幼虫去养殖，等成熟了我来
收购，销售我包了。”在养殖竹鼠时，谢富
杰就积累了一套完整的帮扶流程和措施，未
来他将继续采用这一帮扶模式，让更多的贫
困乡邻顺利转产。

如今，在沙子镇党委、政府和驻村第一
书记的帮扶下，谢富杰的竹鼠养殖场已经转
变为桂林市最大的竹虫养殖场。他把养殖场
先前所有的广告牌、合作社牌匾给撤了，唯
独留下了“阳光助残扶贫基地”这一块标识
牌。他说：“这块牌子是我发展的见证，等
我的冷库建好了，我还要继续带着乡亲们发
家致富！这块牌子要继续挂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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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杰让竹虫幼虫吃苹果，说这样可以帮助它
们清理肠道，这样养出来的竹虫口感更好。

▲新修的五黄公路为
黄沙社会经济发展插上腾
飞的翅膀。(资料图)

村民在将采摘的罗汉果装筐。

2000 多亩罗汉果已成为黄沙农民脱贫
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