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日前，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司法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就在14个市州本级和84个
县（市、区）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
盖试点工作进行部署。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主要是
刑事案件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全覆盖。
《办法》规定，将通知辩护范围扩大到法
院阶段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所有一审案
件、 二审案件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
的案件。

《办法》明确，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
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人
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
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在法律援助
机构指派的律师或者被告人委托的律师
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前， 被告人及其近亲
属可以提出法律帮助请求， 人民法院应
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
其提供法律帮助。

《办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
障辩护律师的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

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
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 为辩护律师履
行职责，包括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
等提供便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规定知情权。 人民法院作出召开庭
前会议、延期审理、二审不开庭审理、宣
告判决等重大程序性决定的， 应当依法
及时告知辩护律师。 人民法院应当以信
息化网络建设为依托， 及时向辩护律师
公开案件的流程信息。

规定阅卷权。辩护律师提出阅卷要
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安排辩护律师
阅卷，无法及时安排的，应当向辩护律
师说明原因并在无法阅卷的事由消除
后三个工作日以内安排阅卷，不得限制
辩护律师合理的阅卷次数和时间。辩护
律师可以带一至二名律师助理协助阅
卷。律师发现案卷材料不完整 、不清晰
等情况时，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安排核
对、补充。

要求尊重律师辩护意见。 人民法院
应当重视律师辩护意见， 对于律师依法
提出的辩护意见未予采纳的， 应当作出
有针对性的分析，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

进一步保障刑辩律师执业权利

刑案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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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刘飞）油菜花簇拥、民宿小居清新、油
茶林绿满枝头……4月2日，走进邵阳县歧
山村， 满眼新春， 一派新气象。2015年以
来， 歧山村在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联点
帮扶工作队帮助下，通过3年多发展，实现
了户脱贫、村出列，村民人均收入达到1万
元，比2014年增长了3倍。

在实施脱贫攻坚战中，邵阳县把工作
精力向脱贫集中， 干部力量向脱贫集结，
优势资源向脱贫集聚， 县乡机关单位把
70%的人力 、70%的资源投入到扶贫一

线。按照“有贫困人口的村就有帮扶责任领
导、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要求，全面加强驻
村帮扶工作力量，安排48名县级领导、177名
科局长包村帮扶，任命399名“第一书记”、选
派1201名党员干部驻村帮扶，动员10855名
干部职工结对帮扶，全县399村（社区）结对
帮扶实现全覆盖。

与此同时，县财政加大对产业发展、环境
治理、安全饮水、村级服务平台、村级道路、教
育医疗社保等基础性扶贫保障力度。 今年内
将全面完成394个村的村级综合服务平台、
村卫生室、村民文体广场项目建设，以及160

个贫困村道路建设任务以及自然村公路通达
任务。同时,组织50家以上企业、商会、合作社
等结对帮扶50个以上贫困村；实施乡村旅游
产业扶贫，带动一些贫困户实现增收脱贫。

2018年， 邵阳县共整合扶贫惠民资金
5.96亿元， 为6474名贫困对象发放就业交通
补助323.7万元，落实教育扶贫33536人次，完
成易地扶贫搬迁2111人、 危房改造2154户，
帮助2153名贫困人口实现就业，建设贫困村
道路628公里，改造农网61个村，96个村级光
伏电站全部投入运营，全县实现脱贫9088户
37202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岳赟 杨能广 )4月3日，在新邵县
龙溪铺镇田心村， 扶贫工作队利用晴好
天气， 抓紧实施李家大院排水沟的扫尾
工程。李家大院的排水沟已堵塞多年，一
下大雨，院子里就严重积水。工作队筹措
资金30万元，对1公里多长的排水沟进行
了疏通衬砌， 从而解决了排水的“肠梗
阻”问题。

新邵县在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 以提
升“民生指数”为目标，将群众最关心、最切
身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第一抓手，与

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有机结合，大手笔投入，高质量推进，助力甩
掉“穷帽子”。

全力解决交通问题。2014年以来， 共投
入10.06亿元建设村组道路1751公里，专项安
保工程425公里，改造危桥79座，实现413个
村（社区）通硬化路全覆盖，行政村100%通班
车。大力解决灌溉难饮水难。2018年，该县共
投入19666万元，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
水利基础设施工程 ,解决22.0453万人（其中
贫困人口2.51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为确保
粮食增产和带动贫困户增收打下了坚实基

础。改善村级基础设施。该县投入3.24亿元，
新建村级综合服务平台292个、改扩建94个，
并配套建设文体广场，投入3693.22万元改善
村级文化设施，“村村响”、农家书屋、文化信
息共享工程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

基础设施建设多管齐下， 换来了新邵县
脱贫攻坚的显著成效。2018年， 该县共实现
43537人稳定脱贫、67个贫困村出列，顺利通
过省级交叉考核（国检）、省考核验收和市级
验收“三级大考”。日前，湖南省对2018年第
二批拟脱贫摘帽贫困县(市区)进行公示，新
邵县在列。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周仁 焦盛洋

携笔从戎，献身国防。3月26日，一场以
“追梦军旅 奋斗青春” 为主题的征兵宣传暨
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在常德市拉开，3000余
名大学生与高中生参加活动。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活动将征兵宣传
与国防教育融合， 不仅有政策宣讲、 现场报
名，还有征兵形象大使宣讲、部队军事科目表
演、 军事互动体验活动以及女子民兵宣传分
队节目表演等，可听可看可玩的征兵宣传“嘉
年华”，点燃了大学生们的报国情怀。

舞台上，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武警常德支
队、 武陵区女子民兵志愿宣讲队联袂呈现的
军事题材文艺表演， 表现了军旅生活的铿锵
和柔情。

活动中，征兵形象大使、鼎城籍优秀现役
军人田鑫正在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参军经
历。 服役于南部战区陆军某部的田鑫是一名
驾驶员， 代表中国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
赛-2018“汽车能手”比赛，以第一名的好成
绩夺得“最佳队长”奖项，荣获全军优秀士官
人才二等奖，荣立二等功一次。今年初，田鑫

还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红旗车驾驶员。田
鑫勉励学弟学妹们：“有志青年， 理应接受祖
国的挑选，让青春焕发不一样的精彩！”

“年轻人要胸膛里永远有热血，脑子里永
远有目标，不要在最应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
和苟且。”征兵形象大使、湖南文理学院退役
大学生士兵马云龙，与现场学生分享了自己
8年的军旅经历。他说，正是这段人生，让他
学会了独立与坚韧，也读懂了亲情和战友情，
更读懂了家国情怀。

表演用情，宣讲走心，赢得了大学生们的
掌声与感动。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医学系大一
学生王语涵告诉记者，活动全程心灵都特别
震撼，爱国情怀油然而生，参军入伍是自己的
最大心愿。

“我觉得我现在正值最好的青春，就要做
最有意义的事情。” 大学生何欣刚说完，便直
奔现场征兵报名处。

据统计，活动当天，有近千名高校学子现
场报名应征入伍。

常德军分区司令员李辉忠介绍，此次征
兵宣传活动启动更早、形式更活、内容更新、
互动更强，就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广大高素质
青年把青春融入军营，携笔从戎参军报国。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江珂 程振华

“这是县监委成立以来，首次成功追回
的外逃人员。”4月1日， 祁东县监委有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该县已于近日将潜逃6年
之久的犯罪嫌疑人刘财国押解回祁东。

刘财国曾在祁东县鸟江镇卫生院担任
出纳。2012年12月，他开始参与“扒船”方式
的赌博，从此越赌越上瘾。他输多赢少，身
上的钱财不够了，便“动了歪脑筋”。

一次，在与牌友打牌时，得知放高利贷
可赚取高额利润，便利用职务便利，将单位
职工集资建房款30多万元取出来， 交给牌
友放高利贷赚取8000元利息。 但很快，这
8000元利息被输得精光。

心想着翻本，刘财国一次次铤而走险。
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 单位的30多万元集
资款也被他输得所剩无几，还欠下6万元高
利贷。

2013年7月， 得知上级要来单位查账，
他越想越害怕，抛下妻儿仓皇出逃。刘财国
出逃后， 祁东县公安局以涉嫌职务侵占罪
对其立案侦查，2013年7月18日将其列为网
上逃犯。

“离开祁东时， 我身上只有3000元钱
了， 刚开始在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躲了3
年，后来在西宁、南宁、广州、深圳等地流
窜， 最后躲到了惠州麦地路一个狭小出租
屋里。”刘财国说。

“这些年，我一直以打散工为生，不敢
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 有时候在小餐馆吃
饭，见到警察进来，吓得赶紧从后门逃走。”
担惊受怕成了刘财国的生活常态，6年逃亡
生活让他尝尽酸甜苦辣 ，“心里难受的时
候，我特别想跟家里人联系，可每每提起电
话又只能无奈放下。”

有关部门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追逃工
作。监察体制改革后，衡阳市纪委监委坚持
防逃追逃两手抓，把追逃追赃工作任务、责
任层层传导，不断压实党委（党组）主体责
任和纪委监委主办责任，实行“一人一案、
一案一策”，督促县市区委及县市区纪委监
委全力追逃。祁东县委高度重视，扛起追逃
的主体责任，县纪委监委积极履职。

2018年10月， 祁东县委反腐败协调领
导小组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并
对全县涉嫌违法在逃案件线索进行初核，
将刘财国案列为重点督办案件， 统筹各方
力量，加大追逃力度。县监委与县公安、检
察等机关通力协作，多方排查线索，实施布
控抓捕，通过情报研判、大数据分析对比，
借助科技力量， 终于于2019年2月3日在广
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下角元妙观内将刘财国
抓获。

“我太想孩子了，才联系家人想要见见
儿子。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走的时候
他才4岁，现在都上五年级了。”被抓时，正
带着自己10岁儿子玩耍的刘财国百感交
集，“以前是我糊涂了，这种人不人、鬼不鬼
的日子再也不想过了！”

4月7日，长沙市长望路西延线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长望路西延线全长约5.2公
里，西起黄金大道，东连福元路大桥，计划7月底建成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林雨 摄影报道

大手笔投入 高质量推进

新邵县基础设施建设大提升

邵阳县聚合力挖穷根摘穷帽
结对帮扶全覆盖，整合扶贫惠民资金5.96亿元

天气晴好 施工正酣

踏上开往军营的列车
———常德大学生征兵宣传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激发参军热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4月1日， 家住在长沙天心区先锋街
道的呼慧悦顺利地给6岁半的儿子“添
添” 入读小学报上了名， 原以为会因为
“添添” 是自闭症孩子而报名受到阻挡，
没想到，老师脸上没有丝毫为难，还主动
跟呼慧悦沟通：“学校还要为孩子做些什
么？”学校主动愉快的接纳让呼慧悦除了
意外更增添了感动。

4月2日，是第12个“世界自闭症关注
日”，在陪伴孩子走过的6年时光中，这或
许是呼慧悦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真切的关
注。

普教是“无缝”回归的前提

“我希望孩子能跟健全孩子在一起，
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学习中。” 所有
残障孩子家长都有着这样共同的愿望。

4月1日， 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举
办了“2019年湖南孤独症儿童学龄期融
合康复论坛”， 论坛中，10多位来自省内
的康复教育专家、小学校长、康复机构负
责人， 共同探讨了我省自闭症儿童的求
学之路，大家一致认为，随着2017年教育
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第二期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2007-2020）》，一个为每一个
残障儿童提供合适的教育环境正在构
建。

长沙市特殊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
副主任、 长沙市特教学校副校长王磊表
示，特教事业发展30多年来，在残疾人教
育方面的作用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随
着社会发展， 特殊教育收拢式教育方式
无法对接孩子的“无缝”回归，让残障孩
子融入社会教育体系中， 是对每一个生
命个体受教育权的保障， 我们欣喜地看
到， 社会公平教育体系的大门正为他们
开启。

《第 二 期 特 殊 教 育 提 升 计 划
（2007-2020）》（以下简称《计划》）就是
打开大门的“金钥匙”，《计划》贯穿了融
合教育即“普教加特教”的先进理念，《计
划》提出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
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 以送教上门为补
充。王磊表示，《计划》最大亮点就是针对
残障孩子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
方式，一改“特殊儿童就要到特殊学校”
的落后观点和看法。

2018年，长沙市全面落实《计划》，全
市各区均成立了“特殊教育研究培训中
心”， 专门推进残疾儿童入普小就读，研
究相应的体制机制。

当年秋季， 长沙市所有普小的大门
向残障儿童打开，仅岳麓区就录取了108
名残障儿童，分布在全区52所普小。

有障无碍 有爱无碍

长沙岳麓区莲花镇双石小学不大，
地处城郊接合部，仅40余名学生，作为学
校校长的朱炎红对每个孩子都有着母亲

般的情怀。
“2018年，我们学校录取了一个叫尧

瑶有轻微自闭症的女孩。我亲自授课，给其
他老师做榜样，对尧瑶学习上降低标准，课
堂上多给她展现的机会， 教育同学们要帮
助尧瑶，尧瑶会不自觉地流口水，同学们看
到了都会主动帮她擦干净。一个学期下来，
尧瑶能融入班集体， 和同班同学的学习进
度一样了。”朱炎红介绍说。

这已是朱炎红近20年执教生涯中遇
到的第4个特殊学生。 朱炎红曾经有3年
特殊教育的经历， 这段经验使她受益匪
浅，“跨界” 后也让她对融合教育有了更
清晰的理解。

“爱和时间”， 这是朱炎红最深的体
会。

教育就是一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的
漫长过程，何况是牵着特殊的残疾孩子，
朱炎红相信给他们以爱和时间， 会有奇
迹出现。

今年21岁的“佩佩”就是朱炎红漫长
等待14年的第一个奇迹女孩。 有着言语
听力障碍患有自闭症的“佩佩”经过3年
康复后，成为了一名随班就读的学生。朱
炎红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 在朱炎
红的帮助下，“佩佩” 由自卑自闭变成了
开朗活泼的女孩。 小学到高中毕业，“佩
佩”跟着普通孩子的步伐成长，如今拥有
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无忧。

残疾障碍并不可怕， 应该相信每个
孩子的唯一和独特，用关爱来化解障碍，
用时间来跨越障碍， 每个残障孩子都会
焕发出色彩。这是朱炎红的心得。

破解“一个门内的孤独”

融合教育已成为主流趋势，如何融，
当前面临怎样的问题？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 普通学校教师
对残障儿童的教学技能缺乏， 资源教师
数量稀缺、 相关对残障学生考量体系不
完善， 都成为残障孩子随班就读路上的
阻碍。

呼慧悦就坦言说，孩子初入小学，自
己一定会陪读，避免孩子形成“一个门内
的孤独”。这样“一个门内的孤独”成了自
闭症家长最大的隐忧， 怕孩子因各种原
因被远离，再次遭遇心理伤害，这种担忧
在融合教育起步阶段是可以理解的。

王磊表示， 当前的学分评价必然带
来了新的“歧视”和“偏见”，应该针对残
障孩子建立一整套属于他们的评价升学
体系，这样才客观合理。

朱炎红表示， 资源教师力量稀缺的
问题不容小觑，随着融合教育发展，应该
着眼培养一批具有特殊教育理念的教
师， 普小中骨干教师专业培养也是最紧
要的事。

朱炎红同时也希望残障孩子家长放
下心理包袱，相信学校、相信老师，更要
相信同学，相信自己的孩子，相信这是一
个处处充满爱的社会和教育环境， 足以
对抗成长中的种种障碍。

如何让门里门外都不孤独

� � � � 挪用集资款30余万元，
潜逃6年终落网———

“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再也不想过了！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黄异 蒋旭东）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
直接融资， 推动银行加速创新金融产品。3
月29日， 在恒丰银行长沙分行成功落地
“华泰佳越-梅溪湖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投资业务，为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
司缓解了资金需求上的燃眉之急。据了解，
这也是湖南首笔企业CMBS业务。

CMBS是一种将企业经营性物业抵押
贷款进行证券化， 以债券形式向投资者发
行的金融创新产品。 该项产品具有发行价

格低、流动性强、充分利用不动产价值等优
点。

此次恒丰银行长沙分行投资6.215亿
元落地的CMBS， 票面利率4.8%， 期限18
年，利率低、期限长，有效降低了企业融资
成本，优化了企业融资结构。

近年来，恒丰银行在湘聚焦实体经济，
在加大传统信贷投放的同时， 积极开展企
业债券投资和同业投资业务， 助力企业拓
宽直接融资渠道。截至3月末，该行企业债
券投资业务余额达16.8亿元。

恒丰银行创新企业融资渠道
湖南首笔企业CMBS业务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