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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2 日一早，出租车

司机谢明军，穿上一件贵州金久通出

租车有限公司发放的绿色工作服，打

扫一下“的士之家” 的卫生，心情愉

快地出门“跑车” 了，此前他是一名

“黑车”司机。

45 岁的谢明军，从 2009 年开始

贷款买车，专门在贵阳租房子跑“黑

车” 。 10多年断断续续跑“黑车” 的

经历，让他深感每天活在“阴暗”中。

“跑‘黑车’ 精神压力非常大，

每天要分时段出门，早、晚高峰，晚上

10 点以后。 眼睛不仅要盯周边是否

有乘客，还要随时关注‘后视镜’ ，查

看是否有执法人员出现。 ” 谢明军

笑称自己就像 “过街老鼠” ，每天提

心吊胆。

今年 4 月， 金久通公司的一则

“招聘广告”吸引了谢明军。 公司工

作人员主动找到谢明军，希望他和他

认识的跑“黑车” 的朋友们能成为公

司的“正规军” 。

“公司免费提供住宿，每年享受

6天假期，中午提供午餐。 干得好，每

年还有最低 1200 元的奖励， 在收取

风险保证金方面还有一些优惠政

策。 ” 谢明军说，最终他考取了从业

资格证，成为金久通公司一名出租车

驾驶员。

为了号召更多“黑车” 司机转

成“正规军” ，谢明军在微信群里不

仅发布招聘广告， 还劝说大家 “转

正” 。

据金久通公司负责人李亚珠介

绍，为了吸纳“黑车” 司机转为“正

规军” ， 公司今年也制定了很多措

施，如每月不住免费宿舍，可以每人

每月补助 200元。 针对相关群体、困

难家庭，相关费用有优惠，公司还要

开展捐款活动。 有些困难家庭，甚至

让他们一家人都搬到“的士之家” 免

费居住。 针对特殊群体，比如曾经有

轻微酒驾等不良记录的，无法办理资

格证的，公司也会向上级主管部门写

“请示报告” ， 争取将这个群体更多

地吸纳进来。 这次共吸纳了 37 名

“黑车”驾驶员转正。

昨日下午，贵阳市交委、市交通

运输执法支队组织部分出租车公司，

到金久通公司现场召开了 “创造就

业机会、 净化营运环境” 工作交流

会，旨在积极打击贵阳市非法营运的

同时，学习好的成功经验，引导“黑

车”驾驶员就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 薇）

贵阳一出租车公司将非法运营司机收至麾下，帮助他们合法就业———

告别黑车 37名司机“改邪归正”

34 年了，普定八旬老人陈开荣

老人从未像这几天一样这么高兴

过。 他走失 34年的女儿，终于在贵

州普定和河南新乡两地警方的帮助

下，回到老家与他相认。

“谢谢你们，终于让我们一家

人团聚了！ ” 5 月 21 日下午，从小

被骗走的陈梅（化名）跟随姐姐弟

弟，向普定县警方送来锦旗表达谢

意。

时间回溯到 34 年前，1986 年

11 月 9 日， 对于陈梅及家人来说，

是黑暗的一天。

当时 6岁的陈梅独自在家附近

玩耍，父母在地里干活，一个陌生男

子连哄带骗将其带走。 “我大概还

记得，他当时给我买了很多吃的，说

带我去玩，可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

在火车上了。 ”陈梅说，尽管被拐走

的时候只有 6岁， 但在她的脑海中

依然记着当时的一些情景。

经过几天几夜的辗转， 陈梅来

到了一个极为陌生的地方， 这里没

有亲人，恐惧、无助的感觉在那一刻

深深地烙在她幼小的心灵上。

陌生男子带着陈梅辗转多地，

到达河南新乡原阳县的一个小村

庄，被一户杨姓人家收养。“养父母

心肠很好，人特别老实，他们送我去

读书，对我关爱有加，悉心照顾，从

此我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 陈

梅说。

2009 年， 全国公安 DNA 打拐

数据库系统建立。 普定县公安局加

大“打击贩卖、拐卖妇女儿童，保护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等多种主题宣

传活动， 深入各乡镇村寨向群众宣

传打拐相关法律法规， 介绍在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方面的情况及防

拐卖、防骗及被拐后自救等常识。

2015 年 8 月 15 日， 在儿子陈

小平（陈梅弟弟）的带领下，陈开荣

夫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来到了普

定县公安局寻求帮助， 进行血样采

集。

今年 5月 11日，经过辖区人口

DNA血样比对， 河南民警确认，新

乡市原阳县辖区的杨某就是陈开荣

一家苦寻了 34年的陈梅。

5 月 12 日，普定县公安局刑侦

大队技术中队李安武、周孝平、严勇

带着陈梅父亲、姐姐、弟弟踏上了开

往河南省新乡市的列车。 5月 13日

上午 11时，亲人终得团聚。 长达三

十多年没见的一家人紧紧相拥在一

起，泣不成声。

“女儿你还记得爸爸吗，对不

起，让你受苦了……” 压抑了 30 多

年的思念之情，在女儿的拥抱下，八

旬老人哭得像个孩子， 落下了幸福

的泪水。这一刻，他们已经无法用语

言来表达思念……

据了解， 陈梅在河南省新乡市

原阳县居住，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生活过得也很幸福。

“感谢家乡民警的热诚帮助，

以后我一定会加倍孝敬养父母、孝

敬亲生父母，让他们安度晚年。 ”陈

梅说。

严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本报讯 昨日，被大雨洗涤过的

湄潭县茶园绿意盎然， 李兰东谋划

着生产工艺白茶。几天前，他的公司

获得银行“无还本续贷” ，成为贵州

省首个抵押林权获得该贷款的企

业。

李兰东是湄潭县人， 经营着贵

州高原春雪有机茶叶有限公司。 以

“公司 +基地 +茶农” 的模式，他与

该县抄乐镇 3000多亩茶园的主人，

产生利益联结。

今年上半年，银行贷款到期，李

兰东的公司遇到资金周转问题。

“硬着头皮还贷款， 就没法多收茶

青；把资金全用于收茶青，在银行肯

定要被‘拉黑’ 。 ” 他说。

好在，李兰东手里，有湄潭县颁

发的林权证———1992 年，他承包了

250.86亩荒山植树造林。 林权改革

时，他登记拿到了林地使用权证、林

木所有权证、林木使用权证。

拿着这些证件， 在湄潭县改革

试验办、湄潭县林业部门的帮助下，

李兰东与重庆银行衔接， 对山林价

值评估后， 达成新的贷款合同———

用前述林权证作为抵押，以“无还

本续贷” 方式，对到期的 371 万元

贷款直接续贷。由此，高原春雪茶叶

公司成为贵州省首个用林权抵押，

获得“无还本续贷”的企业。

5 月 16 日，缓解了资金压力的

李兰东，开始在基地大量收茶，准备

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仅一天时间，

他就向茶农收购了近 6000斤茶青。

据了解， 包括近年退耕还林的

面积在内， 湄潭县共有 180 多万亩

森林，60多万亩茶园。

5 月 22 日，湄潭县林业局改革

办主任倪光永表示， 根据林地性质

不同， 该县针对不同林地的林权颁

证、抵押，正在摸索经验。比如，对茶

园、木本苗木花卉等非林地颁证。其

中，湄潭首创的茶树林权证，目前已

颁发近 5000 亩， 计划年内颁发 20

万亩。

“高原春雪茶叶的这笔贷款

业务，为激活‘沉睡’ 的森林资源

破了题。同时，也是让已颁发的林

权证成为流通要素 、 增值的范

本。 ” 湄潭县林业局副局长罗明

俊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抵押一片森林 盘活数千亩茶园

湄潭一企业主以林权证为流通要素成功续贷，创全省首例

黔豫警方通过 DNA血样比对，为普定一老人了却心愿

被拐 34 年 女儿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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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本报讯 巴西龟、 鳄龟、清

道夫……这些名称熟悉的外来

“宠物” ， 对本土生物安全构成

威胁。 5月 21 日，记者从湄潭县

获悉，该县正在整治非法交易和

放流外来入侵物种行为。

此前， 湄潭县相关部门发

现， 该县湄江河等天然水域内，

出现巴西龟、鳄龟、清道夫等外

来入侵生物踪影。 据介绍，这些

生物，起初多是市民饲养的“宠

物” ，后抛弃野外。 还有一部分，

则是部分市民为“行善” 专门购

买来放生。

专业人士介绍说，这些外来

生物的出现， 打破本地生态平

衡，对生物安全构成威胁。“比如

巴西龟和鳄龟， 生命力顽强，寿

命长达百年， 在本地没有天敌，

却是本土鱼类天敌，一旦在自然

环境泛滥， 后果很难预料。 ” 他

说。

为保护本地生态安全，保护

生物多样性，湄潭县河长办联合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

林业等多部门，决定对外来入侵

物种开展整治行动，禁止交易和

放流此类生物，并将该项监管工

作纳入常态化执法。

据了解，从 5 月 19 日至今，

湄潭县多部门通过联合执法，在

对花鸟鱼市、 宠物市场检查中，

已暂扣 300多只巴西龟。

5月 21 日， 湄潭县河长办、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 根据多部门联合执法意

见，市民今后在天然水域捕获巴

西龟、鳄龟、清道夫等外来入侵

生物，上交执法部门后，将获得 5

至 100 元的奖励。 同时，鼓励市

民举报非法交易、放生此类外来

生物的行为。 （贵阳日报融

媒体记者 黄黔华）

湄潭开展整治行动：

外来入侵物种

禁止交易和放流

野外水域发现巴西龟

亲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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