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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胡幸 ）近日，娄底市娄星区蛇形
山镇村民胡某故意伤害案件在双峰县人
民法院一审宣判，胡某被判无罪，当庭释
放。 这是双峰县人民法院深化以审判为
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保护司法人权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 在基层司法活动中，“宣告
无罪难”“执行到位难”“人才留住难”是
基层法院难啃的“硬骨头”。 2017年以来，
双峰县人民法院下大力气破解这“三

难”。 全年审（执）结案7770件，结案率达
87.7%；办案量比上年增加20%，人均办
案99件，办案绩效、社会评价均创新高。

针对“宣告无罪难”，双峰县人民法
院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从公正司
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强化审判独立和司
法敢于担当等职责要求着手， 以审判为
中心，在全院上下牢固树立“有罪则判、
无罪放人”的意识，不推诿、不拖延，更不
怕得罪人。 对宣告无罪后出现的具体情
况和阻力，则出台相关预案，落实矛盾化

解工作、国家赔偿工作、解释说服工作，
而不是简单地一判了之。

为解决“执行到位难”，该院通过完善
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发布黑名单、限制高消
费等措施，惩治失信被执行人。 对仍不执行
的“老赖”，则亮出拳头，追究其刑事责
任，并与检察、公安等一道，形成强大的
执行联动合力。 2017年， 该院执结案件
2762件，实际执结率达81%，工作完成量
占娄底市两级法院总量的三分之一。

为破解“人才留住难”，该院则在营

造氛围、培养管理上下功夫。 对青年法官干
警精心培养、大胆使用，在青年干警中树立
标杆。 该院团支部书记邓伟雄成为全院最
年轻的庭室负责人； 司法干警胡咏梅参加
工作仅4年，就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田育才 宁奎）
“水清了，鱼多了，景美了。 ”2月6日，立春
后的澧水发源地桑植县五道水镇美丽如
画。 当地居民们晒着暖阳，纷纷在朋友圈
“晒”临水美景，引来无数“艳羡”。 曾经河
道垃圾成片、 水中鱼虾绝迹的“澧水之
源”，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 答案是“河长
制”。

由于多种因素限制， 过去各部门对
于水环境治理呈现“九龙治水”的尴尬现

象。“河长制”推行后，让坐拥绝版山水的
张家界，决意打响一场“河长治”战役，让
碧水长流。

“有垃圾及时清理，有问题及时上
报。 ”茅岩河温塘电站段河道清理员张
旭杰告诉记者， 作为两县交界地段，水
面曾经一度垃圾泛滥， 如今毫无杂质，
水鸟成群，“‘河长制’成为最有效的‘环
卫工’。 ”

推出河长制会议制度、 信息共享制

度、工作督察制度、工作考核办法、河湖
日常监管巡查制度……一项项常态化的
管理制度，严考核，严监督，严处理，让
“河长制”成为“河长治”的重要手段。 张
家界还率先在全省建立并推行河流河段
“河长+警长”工作机制，加大对涉河、涉
水等环境犯罪的打击。 一河一河长、一河
一档案、一河一策略、一河一亮点，污染
减少了，水质变好了。

与此同时， 通过广泛宣传，“保护水

资源”这一概念深植市民心中。 一个个上
班族、晨练者沿河而行，成为“义务监督
员”；一批批志愿者、学生走上河堤，成为
“义务河长”。 公众力量由旁观者变为参
与者与监督者，“碧水长流” 有了最为广
大的群众基础。

有效， 才能长效。 实行河长制一年
来，张家界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地
表水水质达标率、 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均达100%。

�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扶丽容）2月7日， 郴州市发改委
负责人介绍，2017年该市新能源发电22
亿多千瓦时，比上年增长近三成。 全市已
并网新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省22.9%，其中
风电装机占全省并网装机总容量38.7%。

风电项目是郴州市新能源的主力

军，已有22个风电项目并网发电，并网装
机容量95.23万千瓦,� 2017年发电19亿千
瓦时。 2017年，郴州还有15个风电项目纳
入全省风电开发建设方案， 总装机容量
67万千瓦。 同时，该市光伏发电项目推进
迅速，2017年先后有2个地面商业光伏电
站实现并网发电，并网规模3.98万千瓦。

为做好光伏扶贫， 郴州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 全市光伏扶贫试点项目已全面
竣工投产， 并网规模3.6万千瓦，2017年
发电1500多万千瓦时。 另外，该市已有2
个生物质发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2017
年共发电3亿千瓦时。

迎新春，长沙10万人
参与全城大扫除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郑旋）你拿扫把，我提簸箕，
他抡铁锹……今天，长沙市开展“洁净长沙城，清爽迎新春”
全城卫生大扫除。 10万多名城管环卫人员和市民志愿者走
上街头、深入社区进行深度清扫保洁，为省城营造一个洁净
靓丽的过年环境。

在岳麓区王府井广场，数名环卫工人手持大扫帚，跟在
洒水车后面，一边冲一边扫，合力把路面清洗出本色；在咸
嘉湖街道荷叶塘社区主任石沙的带领下，社区工作人员、老
人、学生都成了志愿者，自带钳子、垃圾袋、扫把等，走进附
近居民小区，对卫生死角、室外堆物、破损广告、“牛皮癣”等
进行重点清扫清除。

据了解，此次大扫除采取主次干道、重要点位和支路街
巷逐步清理的模式，全面推行“人车合一”的精细化立体保
洁，着力清除裸露垃圾、堆积物、牛皮癣等，对全区主次干
道、环线、出入城口、主要商业街、市民广场人行道等进行清
扫，对主次干道辅道、人行道路面、两厢工地围挡、路灯杆、
配电箱、下水道等进行清洗，达到水车人员全配齐，道路绿
化见本色，市政管网全疏通。

据统计，今天，长沙市共出动各种清洗设施、车辆3000
余台，累计清洗道路2800余万平方米，清洗果皮筒、路灯杆、
箱柜等各类设施4万余处，清理堆物、清运垃圾6000余车次。

常德地税为百家企业
涉税难题“把脉”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贺斌）“大修
停用房产的房产税减免是否需要报备？ 需要哪些资料？ ” 连
日来，常德经开区地税局为重点税源企业“把脉”，对洞庭药
业提出的房产税减免问题当场回复。 2月8日，该局对10家企
业提出4个涉税“疑难杂症”，再次集体“会诊”。 这是常德地
税部门开展“百日百家暖企春风行动”的一个缩影。

为深入贯彻落实常德“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发展战略，
提升涉税服务水平，从1月底开始，该市地税开展“百日百家
暖企春风行动”。 由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组成的12支财
税业务专家服务团队，深入湖南中烟常德卷烟厂、金健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等全市100家重点税源企业， 开展问需走访，
收集纳税人有关税收优惠、资产评估、公司改制以及纳税信
用等级评定等方面的涉税问题，当场辅导解答。 对于部分涉
税疑难问题，通过集体“会诊”后予以分析反馈。 截至2月上
旬，地税部门已建立与重点税源企业互动的“点对点”微信
群13个，发放需求调查问卷100份，走访企业25户次，收集纳
税人涉税疑难问题43个。

一直以来，常德地税真情服务纳税人。去年，地税部门已开
办实体纳税人学堂61期，培训纳税人1.8万余人次；走访企业纳
税人19963户次、小规模纳税人1859户次，发放调查问卷及宣
传资料22141份，纳税人享受地税优惠减免13.4亿元。在全省纳
税人满意度调查中，常德地税部门位居市州前三。

微信群里开“赌场”
汨罗情侣踩“地雷”

立安 陈谦 亚平

汨罗一对情侣建立微信群，组织人员以抢红包“踩雷”
的方式进行赌博，获利60余万元。 2月7日，记者从汨罗市人
民法院获悉， 该院已审结这起开设赌场罪案件， 被告人雷
某、陈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没收雷某、陈某违法所得186040元。

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19日，雷某、陈某以营利为目
的，利用手机微信中的抢红包功能，建立一个微信红包“踩
雷”群，将58人拉进该群。雷某、陈某以“浩越A”“果里”“金牌
王妃”等微信号，在该“踩雷”群内参与抢红包赌博。 其中，

“金牌王妃”微信号在群内抢红包时，即使踩到了“地雷”，也
不用赔红包。 该微信赌博群成立后，雷某负责管理微信群内
成员，陈某负责利用“金牌王妃”的微信号抢红包。

案发后， 公安机关从陈某手机提取的数据显示：2017年1
月至2017年6月20日，“金牌王妃” 共抢到微信红包662592.18
元，提现至手机绑定的兴业银行卡的总金额为564912.57元。案
发后，被告人陈某的弟弟协助公安机关将雷某、陈某开设赌场
的涉案赃款186040元退缴至汨罗市公安局。

法院审理认为， 两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
罪，且系共同犯罪，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 被告人雷某、
陈某认罪态度较好，部分赃款被追回，可对两名被告人从轻
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通讯员 袁
忠民 记者 邹仪 )2月8日， 永州市零
陵古城暖意浓浓，数万市民涌入东山
景区，走进永州武庙、法华寺，见证零
陵首届民俗庙会开幕暨东山景区开
园盛况。

为期7天的零陵首届民俗庙会设

有东山景区、零陵古城、柳子街3个会
场。 上午，喜庆的民俗荟萃、送福祈福、
马戏表演、非遗展演、大戏台等依次排
开，供市民参观，品尝年货美食。 此次
庙会一直持续到14日， 将大大增加当
地的“年味”。

近年来，零陵区全面实施“旅游旺

区”发展战略，全力发展全域旅游。 投
资3亿多元建设东山景区，它依山就势
而建，规划面积1.9平方公里，建设面
积300多亩。 景区修复修缮了永州武
庙、零陵文庙，保存了法华寺、怀素千
字碑等一批著名历史文化遗存遗址，
新建了一些阁亭殿宇。

湘潭开展
“礼让斑马线”活动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蒋
睿 通讯员 谢雨 周欧 ）“我宣誓，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不鸣笛，不抢
道，不超速，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
督！ ”今天，在湘潭市“礼让斑马线
文明在湘潭 交发伴您行” 活动仪
式现场，上百名公交车驾驶员庄严
宣誓。

“全市61条公交线、1100余辆
公交车及2100余名驾驶员均参与
其中。 ”湘潭市交通发展集团负责
人介绍，今后，将要求全体公交车
驾驶员主动礼让、带头礼让、文明
礼让，具体要做到：行经人行横道
时，减速行驶；行人正在通过人行
横道时，停车让行；行经没有交通
信号的道路时， 遇行人横穿道路，
立即避让。

湘潭市交通部门行管后勤人
员将轮班上线上车，对公交礼让情
况进行现场巡查，评分考核，引导
文明出行。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陶芳芳 邹进）
宣传环保知识和理念， 进行一场环保绘
画创作大赛， 成立“蓝天使” 环保志愿
服务队……昨天下午， 一场主题为“低

碳环保过春节 文明节俭过新年” 的市
民环保教育活动在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
街道新园社区举行。

现场， 志愿者们纷纷表示今后将走街

串户宣传环保知识， 力所能及开展环保志
愿服务； 此外， 为响应全市蓝天行动三年
计划号召， 社区的孩子们创作并展出100
余幅以环保为主题的绘画作品， 描绘他们
心中的“环保梦”。 活动中， 社区还为辖
区的困境儿童、 残疾人、 环卫工等困难群
体送上了春节慰问大礼包。

安乡为环卫工人
众筹“爱心团年饭”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通讯员
周先兵 记者 肖洋桂 ）2月6日上
午，安乡县城长鹰大酒店洋溢着浓
浓的喜庆氛围，一道道热气腾腾的
菜肴摆满了37张圆桌，370名环卫
工人围坐一起，场面温馨、热闹。 这
是安乡县为环卫工人众筹的爱心
团年饭，以感谢他们为城市美化付
出的辛勤劳动。

该活动由安乡县委宣传部、县
文明办主办，县文明传播志愿者联
盟承办。 自爱心众筹倡议发出后，
志愿者服务队和爱心市民、企业纷
纷予以支持。 获省“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的杨国英老人带领“杨国英爱
心团队”认领了5桌团年饭。

活动现场，志愿者代表宣读了
倡议书，倡议全社会尊重、关爱环
卫工人，人人参与志愿服务、参与
清洁家园行动。

永兴监委“满月”
立案审查41人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曾翔 李勇）2月6日，
永兴县纪委、 县监察委负责人介
绍，该县监察委成立首月，对41名
涉嫌违纪人员进行了立案审查，其
中包括8名科级干部。

据了解，永兴县强化政治责任
与担当， 及时解决编制、 人事、经
费、办公场所、机制体制等一系列
问题，于2017年底挂牌成立县监察
委员会， 实现了对国家公职
人员的监督全覆盖。

张家界：“河长制”促“河长治”
地表水水质、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均达100%� �

双峰法院：深化改革解“三难”
全年审（执）结案7770件，结案率达87.7%

新闻集装 古城庙会闹新春

2017年，郴州新能源发电22亿多千瓦时

长沙倡导低碳环保过新年

� � � � 2月8日， 永州市零陵区举行首届民俗庙会暨东山景区开园仪式， 数万人齐聚千年古城， 尽情狂欢。 杨万里 摄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廖培 刘云）“2017年， 县纪委共立
案312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12人，其
中副科级以上干部47人。”这是2月7日，
株洲县纪委通报的情况。

去年，株洲县纪委立足全面从严治

党，以“治陋习、树新风”专项整治为抓
手，紧盯科级以上干部这部分“头雁”，
狠抓作风建设、落实“两个责任”，防止
“头雁”将干部“雁群”路线领偏、方向带
错、风气带坏，确保干部作风实现根本
好转。

“受处分的47名副科级以上干部
中，因作风问题被处分的占绝大部分。 ”
株洲县纪委案件审理室介绍，该县环保
局窝案中，5名局领导因滥发津补贴被
处分，其中2人被移送司法，另有12名科
室“一把手”及普通干部被问责；渌口镇
政府公款旅游案中，7名镇政府班子成
员被悉数追责。此外，因酒驾、违规收受
红包礼金、用公款请客送礼等被处分的
干部也不在少数。

株洲县紧盯“头雁”转作风
去年47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受处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2月 8日

第 2018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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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1040 650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30 173 178190

7 6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2月8日 第2018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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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4105560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6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695830
5 33969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84
55799

1111406
9912890

30
1901
41460
375661

3000
200
10
5

1206 26 30 3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