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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曾妍）今天，湖南高院档案数字化加工项目
签约暨启动仪式在湖南高院库藏档案数字化加
工现场举行。 记者从中获悉，2017年底前完成
全省法院1949年以来的库藏档案的数字化，并
实现联网。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合同签订后4个
月内将完成全省法院2010-2015年诉讼档案的
数字化扫描工作，并实现扫描后的数字化成果与
数字法院系统中的档案管理软件顺利对接，保证

数字档案的正常利用， 方便法院阅卷和当事人、
律师阅卷。在2017年底前完成全省法院1949年以
来的库藏档案的数字化，并启动新增档案的实时
数字化，逐步建立全省三级法院联网的电子诉讼
档案调阅查阅服务平台，切实解决各级法院调卷
难、阅卷难问题。湖南高院将定期对档案数字化
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并予以通报。

“16个月内完成我院近1300万页的档案数
字化加工，将‘死档案’变成‘活信息’，为建立
‘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法院打下坚实

的基础。”湖南高院办公室档案科科长吴慧琴介
绍，高院将于年内实现院内电子档案联网查阅，
实现查阅功能延伸到每一个办案法官办公电
脑， 法官还可凭权限跨院查询当事人在其他法
院的诉讼档案。在全省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建立
三级法院联网的电子诉讼档案查阅服务平台，
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通过认证后， 可以选择任
一法院查阅电子档案，节省了律师时间，也降低
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全省各级法院将建立电
子档案阅览室，逐步向公众开放查询。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王婧菲 ）“打造湖南金融中心必须明晰自身优
势，明确金融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实现金融理念
上的再升级。” 在今天举行的湖南金融中心概念
规划方案征集评标会上，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凭借其对于湖南金融中心的精准分析和
出彩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成为最优方案设计单
位，将承担并完成方案综合及深化设计工作。

湖南金融中心地处湖南湘江新区滨江商务
新城，东临湘江，西至长望路与茶山路往片区西
侧纵深延续， 南起滨江景观路与潇湘大道交汇
处， 北达湘华路与潇湘北路交叉口， 规划面积
2.8平方公里，是我省唯一的省级金融中心。

为落实省政府“把湖南金融中心建设成为
立足中部、辐射西部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战略
决策， 湖南湘江新区成立了湖南金融中心建设
协调领导小组，并于8月23日启动了湖南金融中
心概念规划设计方案征集。

此次评标会由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主办，组
织国内知名金融、规划、建筑、运营等方面专家对
设计方案进行评选，旨在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
招标方式，集思广益，评选出湖南金融中心概念规
划的最优方案，助力湖南湘江新区壮大金融产业
规模、增强金融市场活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会上，共有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阿克雅6家国内外知名设计单位的作品参与评
标。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建国等9位国内知名专家
在投标单位逐一述标后，现场点评、投票、形成
专家组综合意见，最后由代理机构汇总，评选出
现场最高分方案。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陈志宇）12月6日， 岳阳市对外
发布消息称，在全省食品药品“主体大普
查、风险大排查、执法大检查、问题大清
查”即“四查”行动开展以来，该市取得了
显著成效。截至11月底，全市12个县市
区133个乡镇（街道）累计普查和录入食
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5.3万户，开展联合
执法260次，查办案件2800多起，收缴召
回问题食品药品6.8万公斤。

该市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四查”工
作， 并将该项工作作为全市十大重点民
生实事工程之一， 市政府督查室对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每月一调度，一季一督查，
并将工作完成情况作为对各县市区政府
的重要考核内容， 有力促进了该项工作
开展。

岳阳市食品药品“四查”主体大普查
录入工作任务于今年6月底在全省率先
完成，“四查”工作开展率、普查率和普查
数据录入率均达100%，切实做到了监管
底子清、风险情况明、问题发现准、防范
处置早。

由于工作推进有力， 岳阳市食品药
品监管局在今年4月全省食品药品“四
查”工作推进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通讯员 牟建平 记者
李寒露）12月5日， 在319国道常德市鼎城区谢家
铺段，一辆砂石运输车涉嫌超载、非法改装、无牌
等多项交通违法，被执勤交警查处。据了解，11月
1日以来，常德交警部门已查处渣土车、砂石车、
水泥罐车等工程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433起。

在城乡道路上，工程运输车辆闯红灯、超

速、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成为交通
安全重要隐患。自11月1日以来，常德交警部
门针对工程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高发时段
（晚上9时至次日清晨， 建设工地周边道路等
处）， 采取常态化严查和突击检查等方式，统
一行动， 深入开展工程运输车辆违法专项整
治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曾妍) 12月5日下午， 永州中院
对湘南学院原党委书记(正厅级)肖地楚
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受贿罪决定对
被告人肖地楚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
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万元。 追缴被
告肖地楚犯罪所得，上缴国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5年以来，
被告人肖地楚利用担任郴州市苏仙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书记
和湘南学院党委副书记、 书记的职务便
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共计人民币1260.6万元、美元1.2万

元，另非法获利65.9527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肖地楚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
罪。在共同受贿犯罪中，肖地楚起主要
作用，系主犯。肖地楚在案发后主动交
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积极
主动退赃，帮助司法机关处置相关财产
以及履行财产刑，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
罚。 综合被告人肖地楚的犯罪情节、社
会危害程度及悔罪表现等，依法做出上
述一审判决。

让档案“活”起来
湖南高院启动档案信息化工作，68年库藏档案将“一网打尽”

湖南金融中心概念规划方案提交专家评审

“华东设计”
为最优方案

岳阳食品药品“四查”全省领先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司念伟）12月5日，湖南理工学院
院长卢先明带领该校社科理论专家组成
的微宣讲小分队， 深入该校精准扶贫联
系点平江县童市镇大糙村， 宣讲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精神， 为村民们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政策精神宣讲课。

“人走山路猪坐轿，人在流汗猪在
笑， 不是肥猪想坐轿， 而是山间没有
道。”由于地处幕阜山脉，大糙村山势险
峻，交通条件极为落后，全村116户散居
在20座高山山头或山脚 ， 贫困户达
60%。宣讲中，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陈
其胜教授深入浅出介绍了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并解码宣讲“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精神”。一些村民被“一图看懂党代
会精神”挂图所吸引，社科理论专家又
在挂图前， 就村民热议的精准扶贫话
题，细心讲解，释疑解惑。村党支部书记
胡和平说：“湖南理工学院的专家宣讲
说的都是老百姓关注的话题， 通俗易
懂，简单明了！”

11月30日，岳阳市启动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湖南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面对面微宣讲、点
对点解疑惑”活动。湖南理工学院共有3
支宣讲小分队入选。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
里，该院将组织理论专家、管理学授博士
教、思政干部等，深入精准扶贫点、教师
学生中，既全面讲，又重点讲，立足释疑
解惑，促进问题解决。

湖南理工学院理论微宣讲进深山

湘南学院原党委书记肖地楚一审宣判
受贿超千万元被判12年

常德严查工程运输车交通违法行为

12月5日，嘉禾县晋屏镇宅侯村，贫困群众在领取大米。当天，该县宅侯贡米有限公司开展
结对帮扶献爱心活动，组织员工将24吨大米、面粉及食用油等生活物资，送到宅侯、关冲、盘
江、广塘、长田尾5个偏远山区村，发放给480户贫困户。 黄春涛 邓水英 摄影报道

冬日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