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婚案件刚休庭， 年轻夫妻便
开始互怼，结果矛盾升级，引发了肢
体冲突……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天
心区人民法院获悉， 由于原告彭先
生的冲动行为已影响到法庭的正常
秩序， 法院依法对其处以一万元的
罚款。

8月24日下午4点，在天心区人民
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内，主审法官已宣
布休庭离开，只剩下双方当事人在核
对庭审笔录并签字。在此期间，坐在
原告席上的彭先生突然与坐在被告
席上的张女士争吵起来。

三湘都市报记者通过法院提供
的视频，看到男女双方均有互指的动

作， 而男方的情绪明显更为激动，多
次站起身，随着矛盾的升级，男方冲
到被告席前，准备抢走女方的诉讼材
料。女方不依，结果摔倒在地上……

主审法官得知此事后，及时联系
法警对双方当事人进行现场控制。经
过一一问话调查，法官查清了事情始
末， 依法对彭先生进行了批评教育，
彭先生当即表示向法庭悔过，并手写
了一份悔过书。在得到了受害人张女
士的书面谅解后，法院对彭先生处以
罚款人民币一万元的处罚。 之后，应
被告张女士的申请，法院向其发出了
人身安全保护令。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本报9月21日讯 昨
日，2017醴陵国际陶瓷产
业博览会执委会召开新闻
发布会， 瓷博会将于本月
28日开幕， 届时将迎来千
名客商。 株洲市副市长黄
芳表示， 该市将借力瓷博
会，打造千亿陶瓷产业。

记者在此次瓷博会的
主展馆———中国陶瓷谷国
际会展中心看到， 展馆面
积近3万平方米，有标准展
位1350个， 共有5个展区，
场馆设施基本完工， 参展
企业已进场开始布展。

据悉，本次瓷博会目前
已收到561家企业（个人）

的参展申请，其中来自美国、
俄罗斯、法国、意大利、日本
等21个国家和香港、 台湾地
区的84家， 来自30余个陶瓷
主产地的240家，来自醴陵本
地的237家， 将展出日用瓷、
艺术瓷、电瓷、陶瓷新材料和
陶瓷装备5大类数万件展品。
同时， 参展的还有国际国内
采购商代表270人。

目前，醴陵共有陶瓷企业
650家， 从业人员20余万人。
产业年产值逾600亿元，占
GDP、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30%、55%。产品包括日用瓷、
电瓷、工艺瓷、工业陶瓷、新型
陶瓷五大系列4000多个品

种，电瓷产量占全球的1/3，日
用瓷产量占全球的1/10。

株洲市副市长黄芳表
示，将以此次展会为契机，致
力于通过这个平台， 推动醴
陵陶瓷产品的价值提升，打
造陶瓷产业全产业链， 促进
陶瓷产业全面升级发展，争
取打造出一批拥有国际知名
品牌、 拥有较大影响力和拥
有较高市场份额的陶瓷产业
集群， 在未来三到五年实现
年均12%的增长， 力争2020
年将陶瓷产业打造成千亿产
业集群。 ■记者 李永亮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沈萍

本报9月21日讯 昨
日， 连接株洲航空城与服
饰城之间全长18.5公里的
8条主次干道，全线路面实
现初步硬化后， 达到了通
车条件， 这也为2017湖南
服饰产业博览会暨芦淞服
饰节在株洲的顺利召开提
供了最佳最畅的通道。

9月21日上午，记者在
株洲芦淞区的千亿大道二
期施工现场看到， 一些机
动车已开始在第一层沥青
摊铺的路面上行驶， 但现
场仍有不少施工人员在紧
张工作。

记者了解到，这8条道

路中有5条由中建五局投资
建设、 中建五局土木公司施
工， 中建五局株洲航空服饰
城项目部指挥长谭博介绍，
从去年9月启动施工以来，项
目克服了多重困难， 在芦淞
区政府和新芦淞集团的统
筹、调度与支持下，才得以如
期完成了通车任务。 目前这
些路面都已实现初步硬化，
接下来，还将进行扫尾工作，
预计12月30日前将达到竣工
验收的条件。

“拉通的道路是主城区通
往航空城、服饰城的唯一主干
道，今后，从株洲芦淞区政府
到株洲通用机场只需10分

钟， 到白关服饰产业园只需
15分钟， 比原来至少节省了
一半的时间。” 中建五局株洲
航空服饰城项目部项目经理
许业辉说道。 记者了解到，航
空产业、服饰产业是株洲芦淞
区着力打造的两大千亿产业。
产业要发展， 路网必须要先
行，这些道路就是产业开发的
配套支撑， 是推动航空城、服
饰城开发建设的突破口。

新芦淞集团总经理助理
肖金辉进一步介绍，这8条主
次干道实现了航空城、 服饰
城与主城区无缝连接， 因而
也被称为航空、 服饰两城的
“生命通道”。 ■记者 杨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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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因工作需要，现招标采购摄制设备一批
（拍摄设备及视频直播软件等），欢迎符合条件的
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设备品类：摄像机系统及软件、非编工作
站、摄像承重设备及电动轨道系统、摄像附件、航
拍飞行器、特级切换台、多媒体直播设备、监视系
统、题词器、音频系统、线材、安装材料、辅助材
料、电视墙机柜及导播台等。

二、投标人资质要求
1、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企业法人，能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
2、具备主要设备的经营销售资质。
3、产品须是指定品牌正品，符合国家质量管

理规定，并具备相关证书。
4、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咨询及索取标书
咨询电话：吴女士、朱先生
0731-84329229、84329074。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22日

摄制设备招标公告

在路上有人遇车祸受伤， 你会不
会去帮忙？面对歹徒的枪口，你有没有
勇气挺身而出？面对这些危险，岳阳一
制药公司保安队长王新文给出了答
案。 多年来， 王新文用正义感和责任
感，得到了大家的点赞。近日，王新文
入选中国好人榜单。

深夜无人,他救下车祸受害人

“当时马路上一团漆黑， 也没路
人。”2013年9月2日晚， 雨下个不停。
晚上11点左右，王新文正躺在床上休
息， 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估计出了
车祸。”王新文立马下床，穿上裤衩就
往外冲。 果然， 公司宿舍对面的马路
上，一辆摩托车倒在地上。

微弱的路灯下， 满地的摩托车零
件碎片， 伤者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马
路上没有一个旁人， 事后他如果说我
是肇事者怎么办？”王新文说，当时他
脑海里的确有过一丝犹豫， 但看着伤
者身上被血浸透的衣服， 他最终选择
冲了上去。

王新文一边撑伞为伤者挡雨，一
边拨打了120。十多分钟过去了，王新
文没有看到任何过往的车辆。 正当他
焦急万分时，伤者苏醒了，说出家人的

联系方式后又昏了过去。
这时，120急救车及时赶到。王新

文帮着医生把伤者抬上了救护车，并
与伤者家人取得了联系， 等伤者家人
到达，将摩托车拖走后才离开。

为追歹徒，他曾身中数枪

其实，这样见义勇为的壮举，王新
文并不是第一次做。 曾经， 他路见不
平，与歹徒英勇搏斗，身中数枪。

2002年11月19日晚上，岳阳楼区
冷水铺花果畈发生一起3名歹徒持枪
抢劫女青年的恶性事件。当时，王新文
在事发现场不远的工棚中， 听到呼救
声，他立即奋不顾身地奔向现场。

此时，现场已有许多群众围观，却
没有一人敢上前阻止。他没有多想，顺
手拣起一块石头，扑向歹徒。歹徒见状
后分头逃窜， 他盯住其中一人穷追不
舍。这时，歹徒掏出身上的自制手枪威
胁他：“再追，老子就开枪打死你。”

可王新文没有丝毫犹豫和害怕，
正当他冲上去抓歹徒时， 歹徒突然朝
他身上连开三枪，最终，王新文因失血
过多倒在血泊中。

王新文见义勇为的光荣事迹在社
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市民、
学生纷纷前往医院看望、 慰问。 近年
来，王新文先后荣获“见义勇为”先进
个人、“优秀党员”、“社区优秀志愿者”
等光荣称号。今年4月，王新文又入选
“中国好人榜”见义勇为类好人。

■记者 张浩

9月21日上午，中建五局株洲市芦淞区千亿大道施工现场，一些机动车在完成第一层沥青摊铺
的路面上行驶。 记者 田超 摄

遇伤者他挺身相救，追歹徒他身中数枪
保安队长王新文先后荣获“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优秀党员”等光荣称号

株洲航空、服饰两城“生命线”打通

连线 醴陵借力瓷博会打造千亿产业

法庭内外

夫妻反目对簿公堂 法庭动手丈夫受罚

拖欠20万元迟迟不还，不理会法
官的一再督促，还利用家住山林，玩起
“躲猫猫”，近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
院启用无人航拍器对被执行人陈某
军、丁某兰夫妻住所地进行实地勘察，
助力执行攻坚。

陈某军夫妻涉及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 法院判决被告陈某军夫妻向原
告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0多万元。判
决生效后，陈某军夫妻一直躲避执行，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陈某德遂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9月19日， 执行法官来到陈某军
家附近， 由于被执行人周边山林环
绕，房屋内景不明，为排查执行障碍，
确保执行顺利，一架无人航拍器迅速

升至被执行人房屋上空， 将四周环
境、 院落及屋内情况进行拍照录像，
并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在家的被执行
人丁某兰。

丁某兰看到法院的无人机半天
没回过神，她最终与陈某德现场达成
执行和解。 陈某德自愿放弃借款利
息，丁某兰承诺5年内还清本金，并当
场履行了5000元。

“无人航拍器具有拍摄面广、动
态跟踪、全面客观等诸多优点，可实
现对执行现场空中、地面全方位的查
控覆盖。” 岳麓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熊瑛说，“今后将更多地
运用在法院执行活动中。”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曾妍 常研

欠钱不还玩“躲猫猫” 法院动用无人机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