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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曹泰安 丁杏芬 ）11月27日，冷
水江市布溪街道司法所干部郭远红，早
早来到潘桥村公共法律服务点， 为群众
解答法律问题，调处矛盾纠纷。如今，每
周进村服务4天， 已成为她的工作常态。
通过构建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法律服
务平台， 娄底市把法律服务送到了群众
家门口。

近年来， 针对群众法律需求的不断
增多，娄底市全面推进司法服务改革，降
低法律服务门槛，扩大法律援助面。在市

本级和县(市、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
基础上，全市85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站、2037个村（社区）公共法律
服务点全部建成， 在全省率先实现公共
法律服务全覆盖。通过“司法助理员+律
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乡镇综治维
稳信访工作人员”模式，形成层层有人管
事、事事有人服务的“窗口化”法律服务
方式，缩短群众获得法律帮助的距离。

娄底市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法律服
务体系，针对矛盾纠纷多发领域，分别成
立劳动争议、医疗纠纷、住房和建设、征

地拆迁、道路交通等调解中心，实行分类
调处，提高服务效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 聘请专职律师充实各级法律服
务平台，解决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开展
“万名律师乡村行”、家庭律师、青年志愿
者服务等活动， 向乡村派遣421名结对
律师，“一对一”提供法律援助；充实基层
人民调解队伍，做到每村至少1名专职调
解员， 负责本区域日常矛盾调解和法律
咨询， 让群众不出村即可享受专业法律
服务。

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建立，整

合了法治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安置
帮教、社区矫正等各项法律服务，面向群众
提供不同功能的“一站式”服务。截至10月
底，娄底市共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574
件，成功化解31024起矛盾纠纷，调解成功
率达99%以上。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章焱平 周健）11月27日，在衡东
县法院第二审判庭， 一场庭审直播在进
行。院长肖海军说，第二审判庭是该院的
“科技法庭”之一，具备一键开闭庭、视频
自动跟踪等功能， 庭审主机还能对庭审
活动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实现上网
直播、点播庭审活动。今年来，该庭庭审
已直播25次。近日，省高院要求全省法院

系统推介衡东县法院信息化建设的经
验。

网上立案、跨区域异地立案、电子卷
宗随案生成、建立网上诉讼服务平台、引
入文书编写系统、 庭审活动同步直播
……近年来， 衡东县法院大力推进信息
化建设，打造“互联网+”智慧法院，助推
审判工作创新发展。

据介绍， 衡东县法院在衡阳市基层法

院率先配备诉讼服务自助终端一体机，含
诉讼引导、预约阅卷、查询案件进度等，建
立网上诉讼服务平台。今年8月，又开通网
上立案通道，已有47件案件通过网上立案，
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为推动网上办案， 衡东县法院还全面
推行电子卷宗。 各业务庭室均配备高速扫
描仪终端，电子卷宗随案生成，并利用云数
据、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建立完备的诉讼录

入体系。目前，已产生电子卷宗数据1146件。
同时，该院投资100余万元，委托第三方制作
并建立电子档案，对库存约500万页的档案进
行处理，现已扫描档案30多万页。

衡东县法院信息化建设也融入到案件
执行中。今年来，该院通过微信、微博等平
台，公布失信被执行人200余人，并和县移
动公司合作，为“老赖”定制了专属失信彩
铃，让“失信被执行人”无处遁形。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吕俊 陈杰）
12月3日，常德市举行画墙壁画画稿作品展开幕式。由全国
近百名艺术家为常德画墙精心创作的画稿作品将于12月3
日至23日，在常德市文化馆展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范迪安教授等全国100多名当代著名壁
画艺术家参加开幕式。

该作品展由中央美术学院、常德市鼎城区政府主办。据介
绍，这批作品还将以壁画的形式在沅水南岸3.75公里的常德画
墙上精彩呈现。明年1月，常德画墙将启动廊顶、墙面和廊柱的
施工，争取在明年5月完成建设。明年6月争取将第一批39幅壁
画制作安装上墙， 另外69幅壁画计划在2019年底前制作安装
上墙。到时“常德画墙”将与沅江风光带融为一体，与江北的
“常德诗墙”交相辉映，成为常德又一张“城市名片”。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黄兰）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为
了倡导全社会关爱残疾人， 保护残疾人的
尊严、权利和幸福，今天下午，在长沙市开
福区月湖公园，300多位残疾朋友在亲人、

朋友的帮扶下，参加了环湖行走活动。
活动由开福区残联主办，开福区助乐

志愿者服务中心承办，以“为爱行走 幸福
开福”为活动主题，来自全区的300多位残
疾人，有的坐着轮椅，有的靠亲人搀扶赶

到现场。
开福区残联副理事长李树平介绍，目

前开福区有持证的残疾人7300余人，还有
很多不愿意登记身份的“隐性”残疾人，近
年来，该区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在政策
上强化保障、在项目上优先安排、在民生
上重点扶持，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
贫、文体等各项工作协调发展，政府扶助
体系逐步完善， 残疾人生活状况明显改
善，残疾人工作得到全面发展。

娄底市率先实现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

打造群众身边的法律服务体系

衡东县法院

信息化建设让“群众少跑腿”

常德打造3.75公里“画墙”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邓滢琦）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
日。今天上午，北湖区残联在郴州美美世
界商业广场举办“暖暖阳光，美美世界”
关爱残疾儿童公益活动，现场募捐资金、
发放礼品、表演节目，在当地产生良好社
会反响。

去年11月起，北湖区残联启动“享·爱”
计划，率先在全省做出“凡是北湖区户口0

至7岁残疾儿童， 全部实行免费康复治疗”
承诺，由区财政将“享·爱”计划每年所需资
金纳入财政预算， 全部用于残疾儿童的康
复治疗。 并对符合条件的儿童进行摸底造
册，对症分类，对不同残疾儿童实施治疗。
今年，北湖区又将“享·爱”计划救助范围扩
大至境内所有需要帮助的成年人。

62岁的庞政章是北湖区仰天湖瑶
族乡桃源村村民， 因工作原因致股骨头

坏死，多年来瘫痪在床，无钱医治。今年
5月在北湖区残联的帮助下， 免费做了
特困骨关节置换手术，又重新站了起来。
“太好了， 没想到还能恢复正常人的生
活！”庞政章逢人便夸。

截至目前，北湖区“享·爱”计划已投入
300余万元， 救助儿童76名， 帮助成年人
1200余人， 其中免费为8名重度失聪儿童
植入人工耳蜗， 为19名脑瘫儿童实施脑瘫
抢救性康复， 帮助45名智障儿童进行免费
康复训练， 为数十名患者免费做骨关节置
换手术，免费发放各种辅具1326套。

北湖区“享·爱”计划倾情助残

“为爱行走 幸福开福”
300多名残疾人参加月湖公园环湖行走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胡胜）日前，湘乡经开区与湖南电
器科学研究院正式签约， 计划投资5亿元
的湖南电器检测所项目正式落户湘乡。

湖南电器检测所是省属国有企业兵器
工业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 主要从事电器
科学研究及电器产品试验。 该项目用地面
积约100亩，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收入
5亿元。湘乡市委、市政府利用五矿湖铁现
有的220KV变电站供电线路及闲置土地，
抢抓机遇全力争取将该项目落户湘乡。目
前， 湖南电器检测所项目前期各项准备工
作进展顺利，预计明年年初开工建设。

湖南电器检测所
落户湘乡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陈文美）
12月1日，湖南“珍爱生命 快乐成长”2017年未成年人主题
教育活动，在长沙市雨花区东南湾小学举行。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然而，在当
今社会，轻视生命、残害生命的现象时有发生。受网络游戏和
网络不良信息影响，暴力伤害、意外伤害等威胁青少年人身安
全的各种因素，也在日益增多。此次活动呼吁社会各界高度重
视生命安全和健康教育， 帮助广大青少年认识生命、 尊重生
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活动中，雨花区心辅中心、红星二小、雅礼雨花中学等，
分别用不同的形式，展现了生命的价值和对生活的热爱。活
动现场，还开展了“省市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结对帮扶。枫
树山小学等5所省、市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分别与长沙市
一中新华都学校等6所市、区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申报校结
成对子。这些学校将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携手共进，深化交
流， 定期开展双方互动的课堂教学听课、 心理咨询个案研
讨、心理活动组织实施等活动。

活动由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妇联主办，长沙市文明
办、长沙市教育局、长沙市妇联、雨花区文明委等单位承办。

“珍爱生命 快乐成长”
湖南未成年人主题教育活动在长举行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03日

第 2017330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75 1040 494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73 173 151029

4 0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2月03日 第2017142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1235401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4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643652
3 13306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355
103919
1763662
15977097

67
3240
60233
567139

3000
200
10
5

0613 18 23 3314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温钦仁 ）11月30日晚，首届“清
风株洲”廉洁文化创作活动正式落幕。

“清风株洲”，是株洲市委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打造的廉洁文化品牌。根据株洲市
委要求，去年新一届株洲市纪委常委会成
立后，明确提出通过“声、屏、报、网”立体宣
传，打造“清风株洲”廉洁文化品牌，让清
风正气根植广大干部群众心中。

今年4月以来，株洲市纪委、市委宣传
部组织开展了首届“清风株洲”廉洁文化创
作活动。4000余人参与创作活动， 共创作
舞台表演作品46部、微电影作品36部、文学
作品432篇、书画作品614幅、公益广告33
部。从今年9月中旬起，评选出的优秀作品
展出展播展演工作陆续启动， 株洲市县两
级共举办书画作品展13场、 舞台作品展演
15场，共有11万余人次参加展览展演活动。

株洲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赖馨正说：
“党员干部群众参与廉洁文化创作、演出
和参加展览、展演的过程，就是一次接受
廉洁教育、增强廉洁意识的过程。通过此
次活动， 一定能在株洲汇聚起推动新发
展的正能量，唱响新时代的正气歌。”

首届“清风株洲”廉洁文化
创作活动成功举办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李秉钧）12月2日，郴州市
“十大美丽乡镇、十大美丽村庄、十大农产品知名品牌、十大
标志性农业龙头企业、十大示范性休闲农庄、十佳旅游目的
地”评选结果出炉，“六个十大”共评选出60个项目。

“六个十大”系列评选活动是郴州市委、市政府，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
要举措，共设置了县市区推荐、网上投票、大众评选、专家评
议四大环节。运用“互联网+宣传”模式，在郴州发布、广电
APP、南国郴州网等平台开展网络投票。大众评选环节中，
组委会公开向全社会各领域广泛征集大众评审， 经由个人
报名、集中审定、社会公示等环节，最终行使投票权的大众
评审既有参评领域的行家里手，也有热爱生活、热心公益的
“驴友”“吃货”。大众评审们独立思考、自由投票，充分体现
了“我喜爱我做主”的民意。专家评审由相关单位业务骨干
和行业专家组成，从专业的角度和全局的高度，最大限度地
保证了评选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郴州“六个十大”评选出炉

生态牧场
亲子游
12月3日， 宁乡市双江

口镇槎梓桥村， 亲子家庭成
员在牧场内喂养奶牛。当天，
由优卓乳业主办的“欢乐亲
子游”活动在槎梓桥村举行。
亲子活动中， 家长和孩子们
观看了牛奶加工过程、 体验
了水果奶昔的制作、 品尝了
牛奶。 活动不仅增加了孩子
们的科学知识， 还增进了父
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