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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端酒庄酒上大展拳脚
“新华联”收购
法国两酒庄

本报7月15日讯（通讯员 杨运辉）新
华联集团今天传出消息，该集团成为法国
波尔多两个酒庄的新主人。新华联集团董
事长傅军已与法国费弗利埃家族和米克
家族签订收购协议，新华联以95%的股份
正式接管玫瑰酒庄和双塔酒庄。

以多元化经营著称的新华联集团素
有浓厚的酒情结。 自1998年涉猎白酒业
以来，新华联在很短的时间内打造了金六
福酒、香格里拉·藏秘、开口笑酒等一系列
响当当的酒业品牌。面对诱人的葡萄酒市
场， 新华联把目光锁定在法国波尔多，意
欲在高端酒庄酒上大展拳脚。

玫瑰酒庄和双塔酒庄是两个紧密相
连的名字。均坐落于法国最负盛名的红葡
萄酒产区———波尔多。作为世界葡萄酒之
都，波尔多地处法国西南部，濒临大西洋，
背倚吉伦特河，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 目
前，玫瑰酒庄和双塔酒庄共拥有45.8公顷
获得梅多克AOC认证的葡萄园， 年产近
30万瓶优质红葡萄酒。

据悉， 入主玫瑰酒庄和双塔酒庄后，
新华联将继续扩大优质葡萄园，引进最先
进的设备，进一步优化酿酒技术，使两酒
庄的产能和品质再上新的台阶，并使其成
为集种植、生产、销售和旅游观光为一体
的一流葡萄酒庄。

业内人士分析，中国葡萄酒市场不仅
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更蕴藏着丰厚的盈
利空间。 全球领先的消费、产品和市场情
报供应商英敏特最新发布的行业分析报
告指出，中国目前葡萄酒市场消费能力为
8.424亿升，总额达到463亿元人民币。 预
计到2017年中国葡萄酒市场消费能力将
达到28.27亿升，消费总额达到938亿元人
民币，增幅达102.5%。

开福区一户人家燃气爆炸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陈永刚）今天，罗医生致电本报

“96258”热线，称自己住在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岁宝百货
附近，凌晨听到爆炸声。 记者赴现场了解到，7月15日凌晨，
位于芙蓉中路的天健芙蓉盛世小区一户人家发生燃气爆炸，
导致4人受伤。

爆炸地点位于该小区H栋22楼2209号房间，初步判定为
燃气爆炸。住户是一名女子，当时一个人在房间，爆炸造成其
浅二度烧伤，现正在医院治疗。 同层多户住户的房门被冲击
得严重变形，附近两扇电梯门被当场冲坏。 邻居中有3人也
在事故中受轻伤，都已自行到医院治理。

记者在事发楼层看到，消防部门已经将现场封锁。 事发
楼道一片狼藉，同一楼层其他房间的住户都已转移安置。 事
发后，小区供电供气被马上切断。 目前除了事发楼栋22层，
小区其他用户已恢复供电。

长沙县
两台公交相撞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陈永刚）今

天，市民周先生致电本报“96258”热线：
长沙县两台公交车撞车。

记者赴现场了解到，7月15日早上8时
左右，长沙县松雅小区附近，一台102路公
交车与一台204路公交车发生碰撞， 一车
车头严重损毁，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发
现场位于望先东路与东七路交汇的十字
路口。 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两台公交车
都停在路口，204路公交车横在人行道上，
但没有造成交通拥堵。102路车正面与204
路车侧面相撞，102路车挡风玻璃全部碎
了，车头凹陷。

102路公交车司机王师傅介绍，早上
8时左右， 他准备在十字路口左转弯，路
口有点打滑。 加上204路闯了红灯，两车
就撞上了。 司机和多位目击者均称，当时
两车上都只有几名乘客，没有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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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曾妍 文闻 欧嘉剑） 今天， 省高级人民
法院对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案
进行二审宣判： 撤销永州市中院一审判
决， 撤销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决定，
由永州市劳教委赔偿唐慧被限制人身自
由9天的赔偿金1641.15元， 并支付精神
损害抚慰金1000元。

省高院经审理认为， 唐慧多次严重
扰乱国家机关和社会正常秩序， 依法应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鉴于唐慧女儿尚
未成年， 且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需要特
殊监护， 对唐慧依法进行训诫、 教育更
为适宜等情况， 省劳教委依法撤销了永
州市劳教委的劳动教养决定。 根据 《湖
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对唐慧已经实施
的9天劳动教养失去了法律依据。 唐慧
要求永州市劳教委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
日平均工资、 给予其侵犯人身自由的赔
偿金的诉讼请求， 依法应予支持。 永州
市劳教委没有综合考虑唐慧及其家人的
特殊情况， 对唐慧实施了劳动教养， 处
理方式明显不当， 给其精神造成了一定
损害。 因此， 唐慧要求赔礼道歉并支付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 酌情可予
支持。 是否必须以书面形式赔礼道歉，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本案在二审庭审
中， 永州市劳教委法定代表人就作出劳
教决定时没有考虑到唐慧的特殊情况，
“人文关怀不够”、 “处理方式不当”，
已经当庭向唐慧赔礼道歉。 二审法院认
为， 对唐慧此项诉讼请求视为已经履
行。

27家境内外媒体50余名记者参加了
旁听。 省高院官方微博和湖南法院网作
了全程直播。

本报记者 张斌

7月15日上午，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上诉
人唐慧与被上诉人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
会劳动教养行政赔偿一案，在省高级人民法院
第二审判庭公开宣判，唐慧胜诉。 唐慧一案进
一步彰显了司法自信。 而审理过程中司法公开
的“可圈可点”，也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唐慧被劳教引发社会持续关注
2006年10月，永州发生一起“11岁女孩被

逼卖淫”案，受害者之母唐慧要求严惩犯罪嫌
疑人并获得经济赔偿。 经一审、二审法院审理
判决，有2名被告人获一审、二审死刑判决并
正在最高人民法院复核、4名被告人获无期徒
刑，1名被告人获有期徒刑15年。

2012年8月2日， 永州市劳教委以唐慧闹
访、缠访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决定对唐慧
劳动教养1年6个月。 唐慧不服，向湖南省劳教
委申请复议。 同年8月10日，省劳教委作出行
政复议决定， 撤销永州市劳教委对唐慧的劳
动教养决定。

该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 唐慧多次到省
市有关部门和公共场所严重扰乱国家机关和
社会正常秩序，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鉴于唐慧的女儿尚未成年， 且身心受到严重
伤害，需要特殊监护等情况，对唐慧依法进行
训诫、教育更为适宜，可以不予劳动教养。 根
据行政复议法之规定， 决定撤销永州市劳教
委对唐慧的劳动教养决定。

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对唐慧已

经实施的9天劳动教养失去了法律依据。
2012年11月3日，唐慧向永州市劳教委提出行
政赔偿申请。 但永州市劳教委认为唐慧的请
求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决定对唐慧不予赔
偿。

唐慧不服，于2013年1月23日向永州市中
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赔
偿侵犯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463.85元，书面
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永
州市中院4月12日一审当庭驳回了唐慧的行
政赔偿请求。

2013年4月30日，唐慧邮寄出行政赔偿上
诉状，向省高院提出上诉。 5月，省高院受理该
上诉案。

争议焦点：“劳教不予赔偿
决定”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7月2日上午8时30分，唐慧诉永州市劳教
委行政赔偿案二审庭审正式开始。“劳教不予
赔偿决定”是不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成为
庭审中的争论焦点。

唐慧上诉的主要理由及请求包括：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永州市劳教委的劳教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根
据，且已被湖南省劳教委撤销，“撤销”就是确
认了对其劳教决定的违法性。

二，一审判决对唐慧提交的、双方存在重
大争议的有关精神损害的证据， 没有进行认
证，程序违法。

三，唐慧起诉并非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

原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驳回唐慧
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

唐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 依法
判决：一、撤销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永
中法行赔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二、判决永州
市劳教委赔偿侵犯其人身自由9天的赔偿金；
三、判决永州市劳教委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
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被上诉人永州市劳教委的主要答辩理由
和请求则是： 唐慧扰乱国家机关和社会正常
秩序的主要违法事实已被湖南省劳教委行政
复议决定所确认， 该复议决定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 湖南省劳教委复议决定中“鉴于唐慧的
女儿尚未成年，且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特
殊监护等情况，对唐慧依法进行训诫、教育更
为适宜，可以不予劳动教养”的认定，说明永
州市劳教委只是在行政处理的具体方式上存
在合理性问题。 因此，湖南省劳教委行政复议
决定撤销永州市劳教委的劳教决定， 是出于
对唐慧女儿的人文关怀， 而不是基于劳教决
定的违法性。 唐慧的国家赔偿请求缺乏事实
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
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经过4小时的连续审理， 当庭并没有宣
判。 值得一提的是，庭审中，面对当事人、众多
媒体和旁听人员， 永州市劳教委法定代表人
就作出劳教决定时没有考虑到“唐慧的女儿
尚未成年，且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特殊监
护等情况”、“人文关怀不够”、“处理方式不
当”，向唐慧当众致歉。

审理公开彰显司法自信
唐慧最终胜诉

自受理唐慧上诉后， 省高院当即在官方
微博上即时公开了庭审前有关信息， 对包括
开放媒体记者旁听报名、 庭审前诉讼参与人
和媒体等入场等情况均作了微博播报。

为了满足公众对案件审理的知情权和监
督权，二审开庭还秉着公开透明的原则，除双
方当事人和唐慧的4名亲友外， 来自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法制日
报、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民主与法制时报
等8家中央媒体15名记者，北京青年报、京华
时报、东方早报等11家省外媒体12名记者，香
港文汇报、日本广播协会等4名境外国外媒体
记者以及省内湖南日报等14家媒体19名记者
参加庭审旁听。 40名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及社会公众代表等200余人也参加了
当天的旁听庭审。 在7月15日上午9时的公开
宣判现场， 几天前提交报名的所有境内外媒
体的50余名记者还被允许携带摄像录音器材
进入现场摄录。 公开透明的做法，受到多数网
友的肯定，彰显出司法自信。 法律界人士称，
这体现了一种司法新气象。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永州市劳教委作出
的不予赔偿决定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
省高院宣判时认为，从查明的事实看，唐慧多
次严重扰乱国家机关和社会正常秩序， 依法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湖南省劳教委撤销
永州市劳教委的劳动教养决定， 其撤销的法
定理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
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因此永州市
劳教委以撤销的理由是出于人文关怀， 决定
不予赔偿， 于法无据。 行政执法行为被撤销
后，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规定，其撤销
效力追溯至行政执法行为作出之日。 故永州
市劳教委对唐慧的劳动教养决定从作出之日
起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唐慧已经实施的9天
劳动教养失去了法律依据， 唐慧有取得国家
赔偿的权利， 其要求永州市劳教委按照国家
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 给予其侵犯人身自
由的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省高院还认为，唐慧的行为具有违法性，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永州市劳教委
没有综合考虑唐慧及其家人的特殊情况，对
唐慧实施了劳动教养，处理方式明显不当，给
其精神造成了一定损害。 因此，唐慧要求赔礼
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酌
情可予支持。 但是否必须以书面形式赔礼道
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二审庭审中，永州市
劳教委法定代表人已向唐慧赔礼道歉， 故对
此项诉讼请求可视为已经履行。

基于此， 省高院最终作出了本文开头的
终审判决。

面对终审判决， 唐慧显得非常平静：“判决
还算公正，这个事应该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 ”

唐慧的律师认为， 这个结果对唐慧本人
是一个比较大的安慰， 之后她可以回归到正
常的生活。

唐慧诉永州市劳教
委行政赔偿案二审宣判

唐慧
胜诉

“唐慧案”彰显司法自信

唐 慧 诉
永 州 市 劳 教
委 行 政 赔 偿
案 二 审 宣 判
现场。

曾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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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益阳）工艺美术
创意设计园开建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雷越毅
莫李丽） 7月12日， 我省“十二五” 文化创意产业重点园
区———湖南 （益阳） 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园正式开工建设。

湖南 （益阳） 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园又名“五栋楼文化
创意园”， 规划总面积671亩， 总投资10亿元。 未来2年内，
将吸纳100家文化创意企业和研究机构、 100名艺术大师和
创意设计人才、 100个大学生创业项目入驻， 预计可新增
就业1万人以上， 年创税收1亿元以上， 形成集策划、 设
计、 生产、 展示、 销售于一体的集约化、 规模化、 品牌化
文化创意产业核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