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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云华遗失保险单单证， 号码为：

200320090001433

； 发票：

200008830004606

；保险标志：

103250900210968

●

龙建宗遗失汨罗市城关镇友谊河南路房屋产权证，号码为：汨

房权证城关镇字第

103243

号

●

岳阳市营田建筑有限公司龙翔遗失建筑工程工程师证， 号码

为：

B08073010700000010

●

湖南省雁南监狱李威武（

4315483

）、张鹏程（

4315297

）遗失警号

●

陈薇妃遗失护照，身份证号码为：

431125198701140920

●

唐晶晶遗失护照，身份证号码为：

43112519860522004X

●

湖南庆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建筑业资质证书副本， 号码

为：

C1024043011118-2/2

●

湖南省旅游汽车总公司遗失车辆购置附加费， 号码为：湘

A51346

●

曹武桥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43010519300830203X

●

张璇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430103198901130023

●

刘志国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432302781206431

●

曹曦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430104196304120012

湖南省黄贡无公害高科技股份公司总经理李桃任期已

满，公司决定解聘李桃总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湖南省黄贡无公害高科技公司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 为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应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湖南钢材大市场

攀

3

栋

101

号

邮编：

410011

联系人：彭业华 电话：

2628711

湖南冠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 为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应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3

段

398

号新时空大

厦

1402

室

邮编：

410015

联系人：吴梦姣 电话：

0731-4258877

湖南集华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向本

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119

号

1205

室 联系人：吴文生 电话：

13908482071

湖南圣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向本

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

122

号凯

旋大厦

10

楼 联系人：腾湘珠 电话：

0731-5164838

湖南四邦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认尸启事

2009

年

4

月

19

日凌晨

5

时许， 在娄益线

K46+325

米处发

生一起铁路交通事故。 该地段地处宁乡县横市镇合金村，死者

为一女性，年龄约

25-28

岁，身高约

1.5

米，体态偏胖，有精神病

史。 如有符合此特征的失踪人员，其家属见报之后一周内来横

市火车站认领，逾期我站将依法处置。 联系人：贾湘军 电话：

13787219628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 为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应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沙市五一路五一广场锦绣中环大厦

2317

室

邮编：

410014

联系人：姚嫚玲 电话：

0731-8925758

湖南海翌新材有限公司清算组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第

3

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 为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应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沙市四方坪商贸城

A24

栋

邮编：

410005

联系人：赵波 电话：

6663467

长沙奥伦高科技器材有限公司清算组

●

黄滔遗失二代身份证，号码为：

430321198506275410

●

洪果平遗失车辆购置税本，号码为：湘

AK8991

●

芦珊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430104196506191528

●

罗龙建遗失警官证，号码为：

1803982

●

王传勇遗失安华县东坪镇柳溪东路

5

号房屋所有权证二

本，号码为：安政房字

0020948

号、安政房字

0020949

号

●

胡浪林遗失房屋所有权证， 号码为： 双房权证

2003

字第

1343

号

●

汨罗市神农茶叶有限公司遗失农业银行开户许可证， 编号

为：

5510-00265137

●

陈蓉宇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430981198511161847

●

周咏梅遗失会计证，号码为：

43000000003485

●

李建波遗失会计证，号码为：

43000000030167

●

文宇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430111197702182520

●

邢 佳 遗 失 身 份 证 、 驾 驶 证 ，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430724198407124220

●

龙恢仁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430103194009032037

●

曾馨仪

2009

年

4

月

13

日

18

时遗失二代身份证， 号码为：

431224198211060062

●

梁天恒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430105198811181567

●

衡南县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资质等级证书证正本，

号码为：

A3014043042201-3/1

●

桃江县司法局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号码为：湘

HD036

警

●

吴丽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360102197305023329

●

胡蓉遗失户口卡，身份证号码为

:430105198210043521

●

双峰县梓门桥镇吴秋成遗失木竹经营加工许可证副本，号

码为

0000019

●

陈德辉遗失湖南农业大学毕业证，号码为：

200040883

现代研究发现，牙齿松动的根源与“肾虚”有密切的关系。

中医认为：“齿为骨之苗，肾主骨生髓”。 就是说牙齿和骨同根而

生，是长在骨头上的“秧苗”，而骨骼的生长发育依靠肾气充养，

肾气不足，便会髓亏骨枯，最先表现在牙齿，导致牙齿松动，咀

嚼无力等，可见牙病的根源就在“肾”上。

补肾固齿的科学方法，不是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短期行

为，而是着眼于生命根本的长远大计，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壮阳、

补气等表面措施。

“肾主骨”，“髓养骨”，通过针对骨髓来补肾，可以唤醒处于

休眠状态的骨髓干细胞， 激发人体的自我抗病潜能和生命活

力，对抗牙周病，加固免疫防线，修复牙床，使牙齿坚固。

补肾固齿的同时，既坚固了牙齿，又强健了骨骼，增强了骨

髓活力，激发了生命潜能 ，吃饭香 ，精力好 ，人也感觉年轻了

……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有一种治疗牙周病的中成药，叫补肾

固齿丸，是知名厂家九芝堂生产的。 是惟一一个载入《中国药

典》的固齿良方，听说还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不仅可以补肾，

而且具有填精、固齿、活血解毒等功效。 专业治疗牙龈出血、牙

周酸软、松动移位、咀嚼无力等牙周病，使牙齿坚固。 有意者用

座机可以拨打免费电话

800-878-6588

，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

0731-4499729

。

就笔者认为，牙松宜治不宜拔！ 祝愿大家找到一种好的合

理的治疗方法，让您的牙齿陪伴你一生。

牙齿松动 及时救治

现代药理研究揭示：“百药之王” 冬虫

夏草含有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酸等独特

的药用成分，这些成分相互组合，构成一个

多成分、 多通道、 多靶点治疗的天然大复

方， 在肾病和肿瘤治疗中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神奇疗效。

这一发现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 令人

兴奋的研究不断问世： 日本提取出抗肿瘤

物质 C

31

H

58

O

6

(日本专利：WO9943698)；美

国提取出治疗肾病物质 C

28

H

42

O

2

（美国专

利 US5582828）；我国科学家则将德国纳米

技术与中药膜分离技术结合对其进行菌丝

体提纯， 开发出藏瑞冬虫夏草（中国专利

ZL97110448.4），将冬虫夏草在人体内的利

用率由不足 30%提高到了 99%以上， 治疗

效果比原支冬虫夏草更加显著， 而价格不

到原冬虫夏草的 1/12, 该成果经过了中国

科学院的鉴定，并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藏瑞冬虫夏草所含“虫草素”具有增强

红细胞黏附肿瘤细胞能力，阻止肿瘤复发、

转移；虫草多糖能够促进淋巴转化，增强机

体自身抗肿瘤能力。 美国及日本研究也发

现，冬虫夏草所含“虫草素”可以吞噬肿瘤

细胞，效果是硒的 4倍。目前,虫草素在美国

作为抗肿瘤新药，广泛用于肺、肝、胃、食

道、乳腺、子宫、白血病等肿瘤治疗。

藏瑞冬虫夏草所含“虫草多糖”能有效

清除肾小球滤膜上的免疫复合物， 使受损

肾功能恢复，降低肌酐、尿素氮，减少蛋白

尿，消除血尿、水肿；而“虫草酸”能促进肾

小管再生，促进萎缩肾脏恢复，改善肾性高

血压、肾性贫血、肾性水肿。 1993 年中国工

程院院士黎磊石率先使用冬虫夏草治好多

例肾病患者。

72 岁的杨先生诊断为肺肿瘤， 拒绝手

术、放疗和化疗，一年后发现脑转移。 每天

服用藏瑞冬虫夏草后，食欲增加，能独立行

走；三个月后，幻觉消失，记忆恢复，肿瘤转

移得到控制；半年后生活基本正常了。

42 岁的雷先生下肢浮肿，双肾萎缩，长

期接受血透。 去年 5 月服用藏瑞冬虫夏草，

4个月后水肿基本消失！血透每月 6 次减至

2 次。今年检查，血色素升至 9.5g，血肌酐降

到 218umol/L，尿素氮降至 9.0mmol/L。

临床专家指出:根据《国家药典》记载，

每天服用藏瑞冬虫夏草 3～9 克，连续服用

180天以上，治疗肾病和肿瘤效果更显著。

冬虫夏草巧治肿瘤、肾病

藏瑞冬虫夏草

咨询热线 : 0731-8156256

�指定专卖：蓝色地标大药房

冬虫夏草科研网：www . dcxcky . com

治疗肿瘤、肾病，找到天然大复方———

二十岁的妙龄少女，与

号称“色魔”的白癜风狭路相

逢，失去了昔日的美丽，丧失了满满的

自信和少女浪漫的天性，一切都变得让

人难以接受，花季少女的天，塌了！

二十岁的刘燕（化名），高考中发挥失常,

不但原本自信的“一本”靠不上边，就离“二

本”分数线还差几分,这给刘燕的打击可不

小，父母和学校的厚望落了空。 原来都是“白

癜风”惹的祸，只有她自己默默承受着心灵

上的折磨与压力，原本打算重修的学业也被

迫放弃了。 刘燕彻底绝望了，一次在房间服

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并用刀片割开了动脉血

管，幸亏母亲及时发现，挽回了青春少女的

命。 在驱白巴布期片上市之前，刘燕的父亲

早就听人说起，所以就到处托人到仙河药业

买了三个疗程。 服药近两个月的时候几乎

80％的白斑都消失了,这让全家都非常高兴，

因为以前用的那些药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效

果。 等到三个疗程的药用完，脸上的斑竟全

部消失了，现在刘燕的心彻底解放了，于是

一个活泼聪明美丽可爱的“乖乖女”又出现

在父母的眼前了……

著名军工山东仙河制药依据古方历经

多年成功研制出治疗白殿风专利新药驱白

巴布期片(国药准字 20063760)口服加外用，

填补了我国治疗白癜风领域的空白，是目前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白癜风新药，无论病史

多久、病症多重，服用 3 周，患处由白色向深

红暗褐色转变，5-10 周后闭塞毛孔快速扩

张出现色素斑点，最后融合几周后就能恢复

皮肤本色，它的问世就能恢复皮肤本色。 它

的问世及快速见效的疗效让众多患者康复

走向灿烂的明天。 凡白癜风患者服药 4个疗

程未见效者，凭我厂信誉卡将为其免费赠药

治疗。

8909508

市内免费送货 外地可免费邮购

康复热线：0731-

授权经销点：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神禹大酒店旁)�康寿大药房(汽车西站)�平和堂负一楼

号（五一路店）星沙:旺鑫大药房（四区凉塘路 96 号）浏阳:仁济药店(中医院下 50 米)�岳

阳:九龙商厦一楼药品柜 株洲:健康堂大药房(贺家土建设中路 58 号)��湘潭:贵福康药号

(一中对面)�衡阳:古汉大药房(附二医院对面)��郴州:富民大药房(马家坪步步高超市旁)��

娄底:康一馨大药房(长青店)��邵阳:时珍大药房(市中心医院对面)�永州:康源药店(市委正

对面)�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六贾山庄门面)�常德:北站民康药号 武陵阁大药房(步行街)�吉

首:博爱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怀化:河西百姓大药房(明珠大酒店斜对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为白癜风专用药 国药准字 Z20063760

白癜风新药研制成功

【白癜风】摧残下的花季少女

专家建议:为确保治疗效果，请不间

断服药 2-3 个疗程。

本报

4

月

20

日讯（记者 段涵敏）捐献自己

100

余毫升

的造血干细胞，就能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 今天上午，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和湘雅三医院， 两名志愿者并列成为

我省第

100

例无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每一个捐献者背后都有一个对生命尊重的感人故

事，陈晓辉和刘长明这两位“并列

100

”也不例外。 在得知

自己与患者成功配型后， 他们俩竟不谋而合都选择了放

弃远行工作，留在省内，等待捐献。而凑巧的是，他们在同

一天采集捐献。

在湘雅医院采集的是长沙市的一名普通市民，叫陈晓

辉。 他告诉记者， 他救助的是一名北京的白血病患者，从

2008

年

10

月得知配型成功时起，他心中就时刻惦记着要救

人，多次打电话到中华骨髓库湖南分库询问进展。 因为一

旦同意捐献，志愿者就必须和分库保持联系，随时根据患

者的情况等待捐献。 本来要外出上海发展的，他毅然选择

了留在长沙，因为“要兑现当初的承诺”。

在湘雅三医院血液科， 记者看到来自邵阳的农民工刘

长明。 朴实的汉子一直信奉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

人生信条，他先后

5

次参加无偿献血，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

今年

1

月份， 当得知和江苏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时，他

一口就答应了捐献，暂停了远赴昆明的务工打算，在老家务

农等待捐献，这一等就是

3

个月。

记者今天从湘雅医院同时获悉，

21

日该医院将派医生

赴台湾慈济骨髓库， 为一名长沙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患

者取救命干细胞， 并于周四搭乘长沙直航台湾的班机直接

回长沙。 该医院血液科医生彭捷高兴地告诉记者， 因为直

航，以往需要转机香港的麻烦将不复存在，这样至少缩短了

近

4

个小时路途，大大提高了离体后干细胞的活性和造血功

能。 据了解，这也是台湾捐献我省的第五例造血干细胞。

4

月

20

日，

邵阳市双清区

石桥乡佘湖学

校的学生在寻

找我国在地球

仪上的位置 。

4

月

22

日是第

40

个世界地球

日， 该校以此

为契机， 对学

生开展善待地

球 、 爱 护 环

境、 打造绿色

学校的思想教

育。

刘正平

朱亮云 摄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我省达100例

今天湘雅医院将派员赴台

提取造血干细胞

（紧接

1

版

①

） 在城市发展中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 必须转变发展观念， 创

新发展模式， 提高发展质量， 依靠科

技、 管理实现内涵型发展， 更加着重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逐步缩小地区

差距和城乡差距， 努力建设创新型国

家，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信息咨

询等现代服务业。 同时， 实现从依靠

资源、 依靠产品向依靠资本、 依靠知

识转变。

周强在致辞中说，

2010

年上海世

博会是全球一大盛会， 是人类文明的

精彩对话。 作为上海世博会国内首场

专题论坛， 本次论坛以 “环境与城市

发展” 为主题， 与岳麓书院千年论坛

同期举办， 将充分弘扬世博精神， 突

出时代特色， 进一步深化上海世博会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的主题， 展

现湖湘历史文化深厚底蕴。 论坛以长

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建设为背景， 紧扣环境和城

市发展问题， 倡导环境、 城市与人之

间协调发展， 推广可持续的新型城市

化发展新理念， 对湖南探索 “两型社

会” 建设、 扩大对外开放、 加快富民

强省具有重要意义。 三位演讲嘉宾的

精彩演讲和对话将为我们提供一场思

想与智慧的盛宴， 有力促进长株潭城

市群试验区建设。 周强强调，

2010

年

上海世博会是全国的大事， 也是湖南

的大事 ，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 积极参与世博会筹备工作， 最大

限度地利用世博会带来的宝贵机遇，

推介湖南、 宣传湖南， 全方位地提升

湖南形象。

论坛上， 王茂林作题为 《树立和

谐生产力观， 推动城市科学发展》 的

演讲， 他提出， 构建和谐生产力是科

学发展的最新诉求， 在建设和谐城市

进程中必须树立和谐生产力观， 进而

实现生产力和谐与城市发展的双赢。

周汉民则联系长株潭两型社会的改革

试点， 诠释了上海世博会 “城市， 让

生活更美好” 的主题。

论坛上， 湖南大学向成思危赠送

了岳麓书院学规拓片 。 甘霖 、 阳宝

华、 龙国键、 颜永盛、 李贻衡等领导

同志出席论坛。

下午， 在湖南大学还举行了 “世

博校园行” 活动， 周汉民作 《中国世

博和世博后的中国》 专题讲座。 龙国

键出席。

（紧接

1

版

③

） 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参加单

位整改落实方案所提出的需要整改落实的

问题， 有一些是制约我们科学发展的深层

次的问题，有一些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

切、最根本的利益问题，有一些是党员干部

思想观念上需要注意的问题， 有一些是我

省富民强省、科学跨越的现实重大问题，直

接关系到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特别是在

当前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下， 整改落实能

不能到位，直接关系到保增长、保民生、保

稳定这一目标的实现。

我们欣喜地看到， 全省参加第一批学

习实践活动的各相关单位和试点地区，正

按照整改落实方案规定的时间进度表，扎

实有效地推进，富有成效地落实，一大批长

期以来困扰科学发展的问题被逐步克服，

一大批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被一

一解决，一大批制度性成果正在步步形成。

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地从学习实践活动中得

到实惠，党员干部也真真切切地受到教育，

科学发展实实在在地迈上新的台阶， 富民

强省“弯道超车”正呼啸而来。

整改落实方案能不能落实到位， 直接

影响到后续的学习实践活动。 第一批学习

实践活动担负着为正在进行的第二批学习

实践活动和即将开展的第三批学习实践活

动的示范作用，其中整改落实是最见成效、

最具影响的环节。 如果第一批学习实践活

动的整改落实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就会给

后续的学习实践活动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很不利的局面。 各地各单位要按照第一批

学习实践活动整改落实阶段对群众作出的

承诺，认真分解整改落实责任，实行整改通

报反馈和督查问责制度， 把整改落实工作

纳入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责、述效 ”范

围，真诚接受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监督。 要

进一步突出重点，落实措施，确保整改方案

承诺事项保质保量按期完成， 以整改落实

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永无止境的历

史课题， 我们要以整改落实中的每一个进

度为节点，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上接

1

版

②

）

成思危指出，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最直接、最有效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也

是尊重人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穿

人的终生的教育。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符合经济快速发

展和人才结构调整的要求， 符合实现教育公平和促进社

会和谐的要求，符合促进和扩大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要求，符合普及大众技能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成思危强调，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事业仍处于发展的

初级阶段，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各

种体制机制性障碍比较突出，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要理顺管理体制，努力构建新型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做

到“多元多层次”和“立体开发”，体现终身教育理念，架设

人才成长“立交桥”；要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加大投入力

度， 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 积极鼓励和支持行业企

业、有关机构和个人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实现投资主体多

元化，规范和发展民办教育；要创新模式和机制，提高教

学质量和水平，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和“订单培养”模式，提

倡弹性学制和工读结合方式， 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周强对各位嘉宾来湘出席论坛表示欢迎。他说，湖南

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在中国教育发展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直以来，湖南把发展教育事业摆在

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特别是省第九次党代会作出

建设教育强省的战略决策， 极大推动了全省各级各类教

育的发展。 当前，湖南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型工业化

的深入推进，既需要大批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更需要具

有高水平操作技能的产业大军，要求职业教育对接产业、

工学结合，促进教育链深度融入产业链，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湖南将以这次国际论坛为契机，学习借鉴

国内外先进的职教理念和成功经验， 促进湖南职业教育

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论坛期间， 与会人员还将参观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和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本报

4

月

20

日讯 （记者 易博文 ） 一

季度， 全省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

104.16

亿

元 ， 同比增长

19.01％

， 比全国平均增速

高出

9.02

个百分点。 其中， 财产险保费收

入

17.28

亿元， 同比增长

19.53％

； 人身险

保费收入

86.88

亿元， 同比增长

18.9％

。 这

是湖南保监局今天公布的情况。

2009

年以来 ， 我省保险业针对市场

发展新情况 ， 坚持防风险 、 调结构 、 稳

增长、 增效益 ， 各项工作初见成效 ， 总

体上开局良好 ， 运行平稳 。 从全国看 ，

我省保费收入在全国占比为

3.18％

， 列全

国第

12

位。 在产险方面， 市场平稳发展，

服务领域不断拓宽 。 农业保险继续保持

强劲增长 ， 实现保费收入

6254.79

万元 ，

同比增长

124.77%

。 今年新推出的油菜保

险 保 额 达 到

6.67

亿 元 ， 目 前 已 赔 款

1086.64

万元 ，

7.14

万农户受益 。 政策性

森林保险试点工作在怀化 、 浏阳 、 安化

和绥宁 “一市三县 ” 全力铺开 。 在其他

财险上， 长沙地区保险机制管理运作高

危行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试点已经启

动，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已处于推动发展

之中。 在寿险方面 ， 增速高位回落 ， 结

构调整成效明显 。 投连产品和万能寿险

保费收入同比下降

94.14%

和

61.33%

， 保

障功能相对较强的分红寿险同比增长

73.16%

。

一季度， 全省保险机构的风险防范措

施不断加强。 财产险公司建成开通了车险

理赔网上实时查询服务系统， 有效化解了

理赔纠纷和道德风险。 出台实施了车险理

赔服务评价标准和寿险销售误导行为认定

标准， 提高了服务质量。 进行了全省保险

业积压赔案大清查， 排查并解决积压赔案

6.84

万件。

一季度保费收入104亿元

同比增长19.01％，比全国平均增速高出9.02个百分点

（紧接

1

版

④

） 省妇联主席肖百灵将代表湖

南在培训班上介绍经验。

我省反家暴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法院和妇联系统在推进反家暴工作， 特别

是相互协调联动， 为受害妇女儿童提供社

会支持和司法保护方面形成了有效模式。

早在

2000

年

3

月就率先出台全国第一部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关

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 “家庭暴

力现象”纳入我省社会治安综治考评体系，

“零家庭暴力社区”创建工作经验在全国推

广。省高院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对家庭

暴力受害妇女司法保护的指导意见》。

甄砚说， 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经验表

明， 反对家庭暴力必须多管齐下， 防治并

举，其中，司法的有效干预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她要求各级妇联组织积极作为，进一

步开展宣传倡导，着力推进面向妇女儿童、

面向公职人员的培训教育； 进一步强化妇

联维权服务，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法律、

心理帮助和社会支持； 进一步健全与有关

部门的互动联系机制、 危机干预和转介机

制，发挥妇联干部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

的作用；进一步联合立法、执法和司法等部

门，共同开展针对家庭暴力的调查研究，丰

富维权实践， 为推动国家立法奠定良好的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