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阳破获十年来
最大滥伐林木案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戴竺芯）在采
伐林木许可证规定的时间、地点范围外，
六人结伙、两次非法滥伐林木1400余立
方米，其滥伐林木数量超过特大案件标
准的10多倍。4月19日，记者从绵阳市
平武县森林公安局获悉，近日，绵阳破获
近十年来最大滥伐林木案，该案犯罪嫌
疑人已被移送平武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

谭华立和史明在绵阳平武县龙安镇
两河堡村羊长山社购买了一片人工集体
林。2014年，二人在当地相关部门办理
了采伐林木许可证。许可证规定，他们
应于2014年11月至12月30日间，在两
河堡村羊长山社集体林内采伐600立方
米柳杉、家杉和桤木。

到了2015年3月，合法采伐树木的
时间已过去3个多月，两人才雇请工人
在林内第一次非法采伐了林木346.21
立方米，折合立木蓄积494.59立方米。

2015年 12月，两人再次在未办理
相关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将林木的“采伐
权、销售权”转让给了柏长友等4人。而
柏长友等4人也并未查看相关采伐许可
证，便雇请工人对羊长山社集体林进行
了第二次非法采伐。5个月间，共非法
采伐林木682.01立方米，折合立木蓄积
934.26立方米。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案中，共计滥伐
林木1428.85立方米。“按照规定，滥伐
林木50立方米以上为重大案件、100立
方米以上为特大案件。这起案件共
1400多立方米，数量超过了特大案件的
10多倍。”

在省森林公安局督办下，目前，案件
已成功告破，6名嫌疑人因涉嫌滥伐林
木罪，均已移送平武县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犯罪嫌疑人谭华立等二人已被依
法逮捕。民警提示，采伐林木应严格按
照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任何不符合采
伐时间、采伐地点、采伐树种、采伐方式
等行为都涉嫌违法犯罪。（文中人物系化
名）

从林间穿过，惊得一群跑
山鸡飞奔，马志勇穿梭鸡
群间，捡起当天产下的新

鲜鸡蛋。从 2013 年开始，研究生毕
业的他和妻子马慧敏便辞去高薪工
作，在成都金堂县栖贤梨花沟村承
包100亩土地，当起了“农场主”。

6年间，马志勇夫妇在当地引进
新品种土鸡，让不少村民尝到甜头，
并借助“互联网”销售平台，通过线
上线下结合方式，将农场和当地生
产的跑山鸡、鸡蛋、蔬菜等乡村味
道，远销广州、新疆、哈尔滨等全国
多地，年收入达百万元。

同时，作为当地的产业支部书
记，马志勇不仅帮助当地养鸡户成
功抗击禽流感，眼下又忙着为村民
三千多亩即将挂果的梨子寻找销
路。

告别写字楼
80后夫妻养鸡种田

梨花沟的村民没想到，当地鲜
有人去的山丘上，那年来了两个研
究生学历的年轻人。奇怪的是，他
们没有搞高精尖科技，而是跟大伙
儿一样养鸡种菜。“这能赚啥钱？”

“现在的年轻人糊涂了吧”……村民
既质疑也好奇，他们养的鸡种的菜，
跟大家的有啥不同？

“我们是2013年流转承包的土
地。”4月10日，灸热的阳光下，今年
39岁的马志勇一边扇着风，一边捡
拾刚下不久的鸡蛋。他说，和妻子
在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本
来各自在成都不同的两家企业上
班，拿着不错的薪水。

因接触农业太多，马志勇对部
分养殖场滥用药物的情况嗤之以
鼻。“当时就和妻子商量搞个生态
农场。”没多久，两人辞职，拿着积
蓄，在金堂流转承包了 100亩地，

“农场一半以上都养了跑山鸡，还
有一半搞种植，比如红薯、玉米和
玫瑰花等。”

绿壳蛋走红
互联网上打通销路

有了土地，马志勇夫妇开始田
园造梦计划。

“跟大伙儿想的不太一样。”马
志勇说，他们并不像陶渊明笔下悠
然的田园生活，为省下一笔费用，农
场基建几乎都是夫妻俩亲力亲为，

“前期的刨土、修整都是力气活。”

之后，就是跑山鸡的品种挑
选。“我们考察了周围环境，很适合
养殖江苏草鸡。”马志勇说，与其他
品种的鸡不同，这种鸡下的蛋是绿
壳的，“腥味比一般土鸡蛋低很多，
市场上很受欢迎。”

“一般土鸡是一天一颗蛋，这
种鸡2至 3天才一颗，价格比一般
鸡蛋贵。”马志勇介绍，目前农场的
鸡蛋主要销往成都，但在互联网和
快递的“加持”下，远到哈尔滨、新
疆等地都有很多回头客在网上下
单订购。

很快，附近不少村民也发现了
受市场欢迎的绿壳蛋，并在马志勇
的指导下从品尝到试养殖。目前，
靠着绿壳蛋，当地村民增收不少。

乡村振兴
吸引年轻人才是重点

养殖业很大的风险都源于疫
病。“有可能一场疫病就导致血本无
归。”马志勇说，好在夫妻俩都是从
对口专业毕业，在鸡疫病的前期防
治上下足了功夫，农场到现在未出
现大规模疫病。

“但疫病对市场行情有影响。”
比如2017年的一场禽流感，让当地
村民慌了神，市场上家禽蛋的价格
一跌再跌，“为了不让大伙儿亏本，
我们按照之前的高价收购了周边村
民的鸡蛋，一天收400颗左右，收了
近半年。收了蛋，我们又自己想办
法找销路。”最终，大伙儿都熬了过
来，马志勇夫妇也得到当地村民的
认可。

如今，农场的跑山鸡从1000只
增加到5000只，一年能产下20多万
颗鸡蛋，加上肉鸡、玫瑰花产品等，
一年总收入能达100万元左右，“接
下来打算在成都搞好社区团购，进
一步拓展市场。”

眼下，除了农场外，马志勇作为
当地的产业支部书记，还忙着为村
里的梨子找销路，“梨花沟有3400
亩梨树，今年第一年挂果，得寻找更
多更大的销路，不能让村民觉得种
起来没搞头。”

此外，以马志勇多年的农业经
验，他对乡村振兴也提出了建议:引
进人才是振兴的重点，但要吸引年
轻人进来，就得提前搞好基础设施
建设，“没有基础怎么搞发展，又怎
么留得住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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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
德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
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
上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
好的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
爆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
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新
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
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等
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
言，欢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
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
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宁伟（右一）把藏区的农产品推向千家万户。

研究生夫妻辞职当“农场主”
把乡村味道销往全国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群可
爱又可敬的人，他们有个共
同的名字——志愿者，他们

默默付出光与热，心怀志愿精神，用行
动悄然改变着世界。

为了弘扬新时代志愿精神，激励
和倡导青年人投身公益事业，自3月5
日，本报携手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及
各地省级媒体，面向全国寻找优秀志
愿者。 其中，本报推荐的宁伟被推荐
参加全国“正能量志愿者”评选。

4月25日，全国网络投票阶段正式
开启，最终30名全国优秀“正能量志愿
者”的角逐就此展开，请投出你神圣的
一票，为默默付出的优秀志愿者送上
一份敬意，助他们“C位出道”。

90后藏区创业扶贫
帮助100户贫困户增收

宁伟生于1991年，他从浙江高校
毕业后，到四川西部创业。

大学毕业前，宁伟徒步、搭车、游
学，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足迹遍布国
内28个省市，一路了解各地社会状况、
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特产资源，随后
又游历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等东
南亚国家。

旅游带给他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
对社会的洞察。在甘孜州巴塘县，他
发现，藏区虽有许多健康优质的农副
产品，却缺乏市场观念、经营理念，许
多农牧民生活仍然非常贫困。

“这不仅蕴含着商机，也是帮助当
地发展的契机。”宁伟成立了“族迹”大
学生青年创业团队，以“专注高原生态
农业、助力藏区精准扶贫”为目标，以

“互联网+农业”模式发展巴塘农业。
团队在党巴村建立生产基地，同时与

巴塘的十几个乡、村合作社以及巴塘
的优秀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带动当地
青年就业和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四年
来，累计销售巴塘滞销农产品近600万
元，先后带动10名青年就业，其中吸收
当地青年5名，并帮助巴塘县100余户
贫困农户增加了经济收入。

关爱志愿者2.0版
让他们被看见被赞扬

志愿者群体是参与社会公益和志
愿服务的中坚力量，多年来一直是媒
体关注的重要人群之一。自2013年，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

“志愿者关爱行动”，连续多年为优秀
志愿者送上祝福和关爱礼包，为他们
点赞，送去一份敬意。

“每到岁末年初，这个暖心的公益
行动就会如期开启，成为天天正能量
与全国各地志愿者之间的一个美好约

定。”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表
示，虽然只是一份小小的礼包，但希望
能够温暖志愿者的心，同时改变人们
对公益的态度。

今年“正能量志愿者”评选是“志
愿者关爱行动”的升级2.0版，是关爱
志愿者的延续，让更多的优秀志愿者
个体或组织被发现、被看见、被赞扬。

据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项目组介
绍，启动“正能量志愿者”征集后，共收
到来自全国网友推荐的优秀志愿者案
例数千个，即日起将进入下一阶段的
全国评选环节。

“我们欣慰地看到，公益正成为许
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人公益的理念
越来越深入人心，志愿者群体不断壮
大，越来越多年轻人踊跃投身公益。”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开放平台总
监王崇和说，我们希望通过对志愿者
的关爱，促进这一群体的成长，同时给
他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

你的一票，至关重要！
快来为志愿者点赞助力

经过前期的征集、推荐，即日起，
全国优秀“正能量志愿者”评选正式进
入投票环节。

据了解，本次评选将通过网络投票
和专家评审环节，从所有入围候选的
100个案例中评出30名全国优秀“正能
量志愿者”，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及正
能量奖金10000元。“行为正能量、心态
正能量并且勇于创新公益理念或形式
的青年志愿者将被特别关注。”

“正能量志愿者”全国评选的网络
投票通道于4月25日 0点正式开启。
发送“志愿者”给中国青年报官方微信
公众号，即可开始投票。大家也可进
入“天天正能量”公众号，在菜单栏点
击“志愿者”，为优秀志愿者点赞助力。

投票环节将于5月1日24点结束，
之后进入专家评审阶段。专家评审团
将参考网友投票和点赞情况，根据个
人事迹、群体带动能力、口碑评价、示
范价值等多维度内容进行综合考量，
确定获选名单。

结合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情况，
最终评选结果将于5月初在天天正能
量官网、官方微博(@天天正能量)和微
信(天天正能量)上公布。

评选结束后，主办方将邀请各界
专家学者、公益社团负责人、获选志愿
者代表等，在北京举行“新时代志愿精
神的内涵与传承”研讨会，深入分析新
时代志愿精神的内涵，激励和倡导更
多的青年投入到公益事业之中。

你的推荐，是对志愿者最大的鼓
励。让我们一起做志愿者的同行人，
为志愿者撑腰鼓劲，让爱心彼此守望，
激励他们在公益路上“C位出道”，行稳
致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正能量志愿者”全国评选今日开始

90后志愿者藏区扶贫入围
快来点赞助他“C位出道”

10余户商家零距离接触庭审
旁听感言：坚持合法经营

近日，一起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的案件在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在当天庭审现场旁听席上，有
一群特殊的“群众”：来自锦江区的10余
户商家代表。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增强经营者
合法经营意识。”组织此次旁听的锦江区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法庭上，作为被告的某商家销售假
冒卡地亚、CK、积家等注册商标的手表
达55件，被锦江区市场监管局查处，因
违法数额巨大，涉嫌刑事犯罪，移交公安
机关立案。经过两个小时的庭审质辩，
由于涉案数额争议较大，该案择日再行
开庭审理。

庭审结束后，旁听商家纷纷表示，
“零距离”接触法庭审理感触颇深，“在今
后的经营中一定会引以为戒，坚持合法
经营、守法经营。”

“沱牌”成了“曲沱牌”？
李鬼被罚40余万元

“沱牌”、“曲沱牌”，一字之差，相似
的商标，让人傻傻分不清楚。成都崇州
市市场监管局重拳出击，让李鬼现形。

前不久，崇州市市场监管局接到投
诉举报称，辖区内某酒业有限公司生产
仿冒名酒。该局立即对被举报公司进行
突击检查，发现其加工生产了上千件“曲
沱牌”系列白酒。

“曲沱牌”与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驰名商标“沱牌”近似，容易导致混淆，涉
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经调查，执法
部门对“李鬼”公司处以违法经营额3倍
的罚款406098.00元。

崇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将继续重拳出击，保障企业合法
权益，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建设良好营商
环境。

成都一公司犯污染环境罪
被判处罚金300万元

华西都市报讯（川报观察记者 刘春
华）4月24日，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
对成都某薄板有限公司、张某某等7人
污染环境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因犯
污染环境罪，被告单位成都某薄板有限
公司被判处罚金300万元；被告人张某
某等人被判处2年至6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被处以八万元至五十万元的罚金。

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至2017
年12月间，被告单位为降低生产成本，
由被告人邱某某与张某某先行协商，并
报经被告人汤某某同意许可后，在明知
张某某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情况下，
决定将被告单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废
酸低于正常市场价1800元/吨，而以仅
支付180元/吨处置费的方式交由张某
某处置。后张某某安排驾驶员陈某某
及押运员李某共同驾驶川F57952的套
牌罐车、驾驶员干某驾驶川Z16887罐
车前往被告单位装运废酸，后运往由张
某某事先联系的被告人潘某某经营的
洗石场等处非法倾倒、处置。2016年
11月至2017年12月16日期间，张某某
安排他人从被告单位装运废酸共计
4450.20吨。

青白江法院对该案的宣判，有力震
慑了污染环境的犯罪分子，为生态环境
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

马志勇夫妇当“农场主”，打造生态农味。

跑山鸡下的绿壳蛋。

夫妻俩的生态农产品远销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