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德原副市长卢武福一审获刑八年

假如没有了彩票……

湖南发布“溶栓地图”
可帮患者找到最近的医院

本报12月3日讯 2日上
午， 湖南卒中中心联盟在长沙成
立并发布全省首张脑卒中“溶栓地
图”。 该联盟将形成联合全省124
家医疗机构、 惠及湖南省及周边
地区的快速脑卒中救治网络，为
脑血管病急救提供“精准导航”。

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
内科脑血管病亚专科主任刘运
海教授介绍，脑血管病是威胁人
类生命和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
静脉溶栓治疗是目前缺血性脑
卒中急性期最重要的救治措施
之一，而疗效的关键在于能否在
最短的时间内启动溶栓治疗。湖
南首张“溶栓地图”共标注了全
省124家可进行溶栓治疗的卒
中中心，可帮助需要救治的脑血
管病患者尽快找到最近的医院。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王洁 汪泉佺

孕妈妈可免费检测
艾滋病病毒抗体

本报12月3日讯 国家卫生
计生委承诺， 到2020年力争率
先在儿童中实现“零艾滋”、消除
儿童新发感染。2日上午， 湖南
省妇幼保健院举行世界艾滋病
日特别活动， 并提醒所有的准
妈妈们，在孕期可获得1次免费
艾滋病病毒抗体、1次免费梅毒
筛查和1次免费乙肝表面抗原
检测和咨询。

据了解， 不仅仅是免费检
测， 艾滋病感染孕产妇和所生
儿童可获得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治疗、分娩补助、奶粉补助、儿童
定期随访与检测、婴儿早期诊断
的血标本采集及转运等；梅毒感
染孕产妇可获得孕产妇规范治
疗、 儿童预防性治疗和分娩补
助； 乙肝感染孕产妇所生婴儿
在出生后可获得免费注射乙肝
免疫球蛋白100国际单位和接
种乙肝疫苗。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文奕 韩旭

相关新闻

本报12月3日讯 昨日，
省公安厅、网信办、文明办、教
育厅、司法厅、交通运输厅、安
监局、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举行
第六个122�“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活动。省政府党组成员、公
安厅厅长、 省道安委主任许显
辉作了重要讲话， 并和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 省文明办主任刘
进能一起向全社会发出主题倡
导微信，倡导尊法守规明礼、安
全文明出行等。

许显辉在讲话中指出，隆
重举行第六个“全国交通安全
日”主题活动，是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树牢“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也是
深入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
划”、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文明交
通体系的重要举措。 湖南省文
明交通公益联盟还发出“护学”
倡议，并宣布向全省中小学校捐
赠1万面“护学旗”。■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雷文明 文飞

本报12月3日讯 收受他
人财物300多万元为他人谋利，
800多万元无法说明来源，近
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常德
市委原常委、常德市人民政府原
副市长（副厅级）卢武福受贿和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进行一
审宣判。 卢武福一审获刑八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其妻苗
旭华犯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

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至
2016年，被告人卢武福利用职
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
或者伙同被告人苗旭华收受他
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67万
余元，其中卢武福、苗旭华共同
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9万元。

法院另查明，卢武福的财产、支
出明显超过收入， 差额折合人
民币831万余元，卢武福对该部
分财产无法说明来源。

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卢武
福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 合并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
万元。 对已追缴的被告人卢武
福、苗旭华违法所得折合人民币
948万余元依法予以没收， 上缴
国库，对被告人卢武福没有退缴
的犯罪所得250万余元予以继续
追缴，上缴国库。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周子熙

假如没有了彩票， 虽然不
至于像人类失去了空气， 像做
菜少了盐巴， 但是会像天空失
去了云彩，像花朵失去了芬芳。

假如没有了彩票， 虽然福
利事业和公益事业依然会随着
国家昌盛而蓬勃发展， 但是会
缺少彩票发行三十年来筹集的
数千亿公益金， 没有了这些公
益金， 可能就不会有一栋栋现
代化的社会福利院、 社会养老
院、荣军院拔地而起，可能那些
孤寡老人、 残障孤儿、 困难群
体、 残疾人士就会缺少现在的
暖心关爱与护佑帮助。

假如没有了彩票， 虽然人
们依然能谋个营生而安居乐
业，但是却会失去一个行业，会
失去彩票行业直接创造的数十
万就业岗位， 可能会有至少数
十万人失业， 特别是一些残疾
人、下岗职工和高校毕业生。同
时， 跟彩票行业发展息息相关
的造纸、印刷、计算机、运输、广
告、 服务等产业的发展也将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国家税
收也会多一个缺口。

假如没有了彩票， 每年开
学季，虽然不影响大多数学子走
进向往的校园，但是那些因为家
境、因为困顿、因为种种不幸的

遭遇而无法支付学费的数万寒
门学子，将有可能会止步于高校
的大门之外，放弃求学梦。

假如没有了彩票， 虽然不
影响1998年抗洪救灾， 不影响
2008年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
但是会失去一支重要的抗灾救
灾及重建的支柱力量。

假如没有了彩票， 生活还
会继续， 但是可能会少了许多
的乐趣与惊喜， 少了许多的幸
运与喜悦， 少了许多种改变的
可能……

彩票， 就像调色盘中的那
一抹纯白， 虽然没有色彩斑斓
的绚烂， 却让颜色有了多种变
幻。彩票，就像冬日里的那一盆
炭火，虽然只是有限的温暖，却
能够为需要帮助的人驱散冬日
的严寒。彩票，就像童话故事中
的金手指， 虽然传说可以点石
成金，却在你寻觅的过程中，要
耐心等待缘分的到来……

幸好，假如没有了彩票———
仅仅只是“假如”。 ■中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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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日讯 为期四
个月的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冬
春攻势” 战从本月初开始打响
了。 为切实做好冬春季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近日，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召开全省公安交警视频
会议， 决定从12月1日起至
2018年3月31日开展全省道路
交通安全“冬春攻势”行动。

省道路交通安全“冬春攻
势”将集中整治国、省道及高速
公路交通违法行为，城区及农村
地区交通违法行为。同时紧盯重
点人员、车辆、企业安全隐患。

每周一次夜查交通违法

据悉， 交警部门将重点整
治车辆超速、超员、逆行、强超
强会以及涉嫌烟花爆竹、 民用
爆炸品等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行
为， 严格规范查处货车严重超
载及不合规车辆运输车交通违
法行为。每周开展一次“零点”
行动，严查客车超员、凌晨2时
至5时违规运行等交通违法行
为。综合采取多种测速手段，严
查高速公路超速交通违法行
为。强化视频监控和路面巡逻，
增设大型车辆靠右行驶提示标
志， 严查大型客货车辆不按规
定车道行驶、 占用应急车道等
交通违法行为。

在城区， 每周开展一次夜
查行动，采取错时执勤、定点查

纠、分散设卡等方式，严查“三
驾”（酒驾、醉驾、毒驾）交通违
法行为。联合住建、城管、环保
等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重
点查处工程运输车、 黄标车交
通违法行为。在农村地区，每周
开展一次乡镇巡回执法。 严把
进山、出村、进镇关口，集中查
处短途客运车辆超员及低速货
车、拖拉机、三轮车违法载人等
交通违法行为。

清理严重违法驾驶人员

交警部门将对发生道路交
通事故致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
责任的，交通违法记满12分的，
以及有吸毒史、酒后驾驶、超员
20%以上、 超速50%（高速公路
超速20%）以上，或者12个月内
有3次以上超速违法记录的客运
车辆驾驶人进行一次清理，并通
报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督促客运
企业予以解聘。对校车驾驶人驾
驶资质进行一次排查，未取得校
车驾驶资质的人员一律不准驾
驶校车。 紧盯重点车辆安全隐
患。紧盯“两客一危”运输企业，
联合交通运输、 安监等部门对
重点客运企业、站场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对隐患突出、 问题严重的运输
企业，每月开展不少于1次的集
中约谈。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廖正洪 陈玉科

本报12月3日讯 昨日，
湖南大部分地区天气阴沉，气
温略有回升。省气象台预计，未
来一周湖南降水明显偏少，冷
空气活动频繁， 但势力较弱，4
日、8日前后将有两次冷空气影
响过程，气温略有起伏。

据实况统计显示，12月2
日8时至3日8时，湘中以南部分
地区出现了小雨， 其他地区以
阴天为主； 最高气温湘西北
13-15℃， 其他地区10-12℃；
最低气温6-8℃。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
一周省内降水明显偏少， 湘东

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 湘西则
晴雨相间。预计3日湘西阴天间
多云，局地有小雨，其他地区多
云；4日湘东南阴天间多云，局
地有小雨， 其他地区多云间晴
天。虽然4日、8日前后将有两次
冷空气影响过程， 但气温只是
略有起伏。

未来一周湖南降水较少，
空气干燥， 提醒公众及时补充
身体水分，白天可以喝盐水，晚
上则适合喝蜂蜜水；饮食方面，
多吃黄豆、鸭梨、牛肉、白萝卜
等，不吃或少吃辛辣烧烤食品。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倩

湖南道路交通安全“冬春攻势”战全面打响，历时四个月 城区采取错时执勤，严查“三驾”

本月起每周一次夜查交通违法

1万面护学旗捐赠全省中小学校
我省举行“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本周降水偏少，气温不会大降

12月2日，东洞庭湖岳阳市君山区濠河水域，大批反嘴鹬在觅食。近期，湖南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
织的环洞庭湖越冬水鸟迁徙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到达洞庭湖的越冬水鸟共有57种1273210只，其中东洞庭湖有
越冬水鸟51种99258只。本次调查还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鸟类5种136只。 记者 徐典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