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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罗成效 周子熙）“近3年来， 株洲中
院受理首次执行案件1208件， 执结1169
件， 结案率达96.77%， 执结标的42.21亿
元。 ”近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株
洲中院”）负责人介绍，该院不断探索创新
执行手段，打造执行工作“株洲模式”，取
得良好的效果，2018年全市法院执法质量
在全省市州综治考评中得分排名第一，并
被评为全国法院司法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为打好“执行攻坚战”，2017年9月，株

洲中院全面推行执行团队化运作。 按照
“裁执分离”“集约办理”要求，该院执行局
新设执行指挥中心， 将原执行工作庭、综
合办等部门整合调整为执行指挥中心、执
行实施组、执行裁判组，促进执行资源优
化配置。 同时，与税务机关合作，开展网上
司法拍卖询价业务，在全省率先推出以询
价确定住宅类拍卖标的起拍价的做法。 目
前， 共有561件案件通过询价方式进行了
资产处置，涉及金额4.52亿元，大大降低了
当事人司法成本， 加快了财产处置进度、

提高了变现率。
株洲中院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参与执行、见证执行、监督执行，并通过媒
体宣传执行工作和相关司法解释，制作了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动漫宣传片，以
及帮助正确区分“执行难”与“执行不
能”的微信专刊，对拒执案件庭审进行
直播，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打击拒执犯
罪典型案例等，营造了打击拒执犯罪的
强大舆论氛围。

从2018年9月起， 株洲中院全面推

行执行悬赏金保险制度，设立了执行悬赏
保险基金， 推动保险与执行工作有机结
合，逐步建立起保障执行工作顺利进行的
保险制度，以更好解决执行难。 目前，该院
已发布悬赏保险案22人次。

� � �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
员 彭莹 丁杏芬）1月14日，冷水江市禾青镇
里福村村民老肖来到镇司法所，感谢调解员
解决了横亘在他与邻居之间多年的宅基地
纠纷，让双方能够和和美美过上大年。

近年来，娄底市把人民调解作为维护社会
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构筑市县乡村四级人民
调解网络。在各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厂矿
企业设立人民调解组织，在各村（社区）设立义
务调解员和纠纷信息员， 形成立体网络体系。

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
动”，形成“政府主导、综治协调、群众参与、法
治保障”的多元化大调解格局。以市县、乡镇矛
盾纠纷协调会议为平台，及时研究、调处重大
矛盾纠纷，推动信访问题及时解决。

娄底强化行业性、 专业性调解组织建
设，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为依托，在劳动争
议、医疗、道路交通、建设、保险等8个重点领
域设立调委会，在基层人民法院机关本部和
案件较多的人民法庭全面推行诉调对接机

制。 通过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无缝对接，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无偿、公益、中立的优势，
有效分流疑难矛盾纠纷；通过人民调解与诉
讼调解无缝对接，在保障矛盾纠纷双方诉讼
权利的基础上，依法通过司法确认赋予人民
调解协议书强制力，并积极为困难群众提供
普惠性的公共法律服务。

以“调得了、调得好”为目标，娄底全
力打造“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人民调解
员队伍。 选聘一批政治思想表现好、文化

程度较高、 懂法律知识的县乡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退休干部、 离职老村干部
等，组成“和事佬”队伍，解决邻里“疙瘩”，
做到小纠纷不出村，一般纠纷不出镇。

目前，娄底市共有各级人民调解组织
2556个、人民调解员11319名。 2018年，娄
底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成功调解各类矛
盾纠纷26234起，调解成功率达99%，未出
现因调处不当或不及时而引发的矛盾激
化事件。

破解“执行难”有了“株洲模式”
株洲中院执行结案率达96.77%，执法质量在全省市州综治考评中居第一

“和事佬”巧解邻里“疙瘩”
娄底11319名人民调解员活跃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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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长沙爆破拆楼历史高度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见习记者 邢骁）“3、2、1，爆破！”

今天凌晨3时，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伴随着几道火花和
“砰”的一声巨响，长沙市旭华大厦和农业银行综合楼轰然
倒地。 据介绍，这是长沙市近10年来首次以爆破的方式拆
除楼房，此次被拆除的建筑物高达62.3米，爆破总时间为
2.81秒，刷新了长沙市爆破拆楼的历史高度。

旭华大厦和农业银行综合楼位于长沙市五一大道韶山路
口东北角，紧邻城市主干道和地铁沿线，周边商铺林立、车流
人流密集，为A级爆破工程。“最近的建筑距爆破点仅9.6米，加
之爆破建筑物本身高度高、面积大，此次任务难度颇大。 ”项目
施工方湖南铁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让爆破更安全？ 施工方采取“微量装药”方式，将
432公斤炸药、7300枚雷管埋在4个“爆区”，分12次引爆，
成功将单位时间的震动减小为1/12； 采用“分段引爆”方
法，“先中间，后两侧”，并在相邻建筑物前填充砂石缓冲，
尽量降低爆破对周边的影响。 与此同时，项目方还用旧地
毯和高强度钢丝网， 对装药爆破的梁柱多层交替包裹，减
少飞石形成，并在玻璃幕墙前方悬挂多层建筑安全网进行
被动防护，确保万无一失。

“特殊”存折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见习记者 苟立锋

“我领一本存折!”
“我也领一本存折!”
1月19日晚， 冬夜月光映照下的沅澧大地寂静清

冷，而常德市武陵区芦荻山乡李白溪村11组老组长苏
以建的家门口，却格外热闹。 一场20多名村民参加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屋场会在火炉的映衬中开始了。当
听到村里决定全面推广公益存折， 改善村容村貌时，
大家的热情瞬间高涨。

什么是“公益存折”？ 记者从李白溪村党总支书记
苏志祥的手中拿过一本红色的“公益存折”，发现这本
存折存的竟是村民个人的公益劳动。苏志祥向村民们
介绍说，现在，常德市正热火朝天地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芦荻山乡被列为十个试点乡镇之一，为了调
动村民的参与积极性， 乡村两级推行“公益存折”制
度。 公益存折是村内公益性劳动用工凭证，村里每户
家庭一年内需要完成一个公益工。公益工由村支两委
确定用工项目，每个公益工以8小时计算。一个公益工
年底还可以向公益银行兑取30元补贴。公益工补贴资
金主要来源于村级“公益银行”———公益基金，目前村
里已自筹2万元基金。

“如果我们年纪大了，没有能力完成公益工该怎
么办？ ”53岁的苏志安问道。

“村民年满65岁后，参加过公益劳动，可由村支两
委派遣村民志愿者偿还公益工。 ”苏志祥说，公益工可
以像献血一样，形成一个良性传递的循环。

“这个办法好!现在我们不愁吃，不愁穿，我们只
想像城里人一样，生活环境好一点。可想要环境好，不
能‘干部埋头干、群众旁边看’，我们都要参与才行。 ”
苏志安的一番话博得了村民的阵阵掌声。

正当大家争相领取公益存折时，11组的苏华明却不
紧不慢地掏出了“红本本”。 原来作为芦荻山乡公益存折
的首位“储户”，他的账上早就存进了好几笔“本金”，最新
的时间停留在1月17日：“清除村主干道两旁杂草，半天。”
见众人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苏华明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村里的事就是我们自家事，应该的。 ”
公益存折是芦荻山乡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

开展的创新之举。 从2018年10月开始试行，如今已在全
乡18个村居推开， 其中10个村居均已募集了2万元的公
益基金，面向村民发放了1000多本公益存折。 说起公益
存折推广的缘由， 该乡党委书记孙家辉说：“我们要通过
公益工，让群众形成责任感，自觉地参与到村集体的事务
管理之中，让群众与村集体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

“不存现金存善心”的公益存折一经推出，便受到
村民的青睐。 李白溪村12组的朱建喜告诉记者，以前
村道两旁垃圾成堆，夏天蚊子“称霸”。 现在天天有人
清扫，村民也逐渐养成了爱护环境的好习惯。 以前的
臭水沟也变成了清水渠，生活环境越来越舒适了。

如今，行走在芦荻山乡，集镇清爽有序，村容整洁
漂亮， 一栋栋小洋楼鳞次栉比地镶嵌在美丽的乡野。
一条条溪流清澈见底，宛如一条条柔美的飘带。 一幅
产业兴旺、景美人和的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岳阳请市民代表“阅卷”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何梦君 )1月18日上

午，来自岳阳各个县(市)区的20名基层党员、40位市民代表
齐聚一堂，参加“我看岳阳新变化”考察活动，深入考察交
通建设、生态治理、乡村振兴战略等情况，了解全市2018年
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岳阳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旨在要向市民报告市委、 市政府一年来的工作，
向人民交“答卷”，请人民来“阅卷”。

8时30分，考察团考察了奇康路、珍珠山公园、东风湖新
区、6906军民融合北斗应用产业园、新金宝集团年产1300万台
喷墨打印机项目、 城陵矶综保区国际商贸保税物流中心等地，
兴致勃勃地体验岳阳新变化。“岳阳城乡建设真是大手笔、日新
月异。 ”考察人员有感而发。 考察完毕，在城陵矶新港区通关服
务中心会议室内， 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和考察人员亲切座谈，希
望市民代表在以后的工作中多建言献策。

建设“互联网+教育”大平台
衡东牵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打造智慧教育示范区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 (通讯员 周健 康敏祎 记者 陈
鸿飞) 今天上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助衡东县智慧教
育项目举行签约仪式，双方将共同打造智慧教育系统，建
设“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推动从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
资源转变。 据悉，衡东县成为我省第一个与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签约智慧教育项目的县。

据介绍，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是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
公募基金会，“美好家园专项基金”是中国儿基会一个专项
基金品牌，通过专项基金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以扶贫方式
为地方教育信息化建设进行捐助。

此次签约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智慧教育系统建设。 根
据协议，“美好家园专项基金”将全额为衡东县各学校建设
校门视频监控及校园安防系统、考勤系统、学生家校管理
系统、巡更管理系统、来访管理系统所需的硬件设备；承担
全县教室多媒体教学一体机设备所需经费的50%。

同时，该基金还将无偿捐助全县教育云数据中心及基
础支撑服务平台、学校网站集群和人人通APP、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平安校园管理平
台，搭建一体化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

衡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志毅说，智慧教育系统能补齐衡
东教育发展短板，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

京东解湘西果农燃眉之急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通讯员 金原 潘梁平 记者

黄利飞）拿箱、选果、套袋、装箱、称重、封箱……近日，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的一个椪柑仓储中心，多名员工协
作，为滞销的湘西椪柑销售助力。

京东派出湖南扶贫馆团队，深入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与张家界市帮销柑橘， 截至20日下午5时，4天
帮助销售椪柑100万公斤。

目前，京东专门针对椪柑销售，在张家界市永定区与
自治州保靖县建立多处临时仓储中心。接下来，京东将发
起助销湘西地区椪柑的最后冲刺， 京东总部也专门为湖
南椪柑准备了一场秒杀活动，马上就会在京东首页上线。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月 20日

第 2019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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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 1040 1709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31 173 385963

4 8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月20日 第2019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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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6763364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2
二等奖 12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191309
2 26942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87
46022
979441
6425913

39
2175
37703
238902

3000
200
10
5

1507 22 31 3210

� � � �图为爆破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长沙62.3米大厦爆破拆除222222222222222222222222........................888888888888888888888888111111111111111111111111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