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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7日讯 25日，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发文命
名2017年“全国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 湖南申报的长沙
市芙蓉区湘湖街道车站北
路社区等74个社区（村）榜
上有名。

在“十三五”期间，我省
计划创建300个“全国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500个“湖
南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经过两年努力， 到2017年
底， 我省已命名264个省级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成功创
建149个“全国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

组织创建各级“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 是社区减灾工
作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有利
于提升公众的防灾减灾意
识， 提高当地乃至全省的综
合防灾减灾能力。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祝林书

在长沙河西枫林路斑马线
上撞上行人，事后将车卖掉，开
始隐姓埋名，一逃就是四年。潜
逃到广东的孙某万万没想到，
长沙民警会在千里之外的韶关
调查半个月， 最终将他抓捕归
案。现在，他除了将面临刑事处
罚外，还将被终生禁驾。长沙交
警12月27日通报，今年以来，长
沙58人被终生禁驾， 其中“90
后” 占了10人， 年龄最小的
1998年出生，不到20岁。

潜逃4年终被捕

2013年12月29日，陈女士
与丈夫在岳麓区枫林路过斑马
线时，被一台小车撞伤，陈女士
多处骨折，至今仍行走困难。

事发后， 肇事车在现场停
留了二十多秒，趁人不备，马上
驶离了现场， 而没人注意肇事
车辆的号牌。民警多方查找，找
到了肇事车， 但该车车主联系
不上。通过陈女士夫妇辨认，民
警确认了肇事车主孙某就是肇
事司机。

尽管民警一再追查， 但仍
没能找到孙某的踪迹。

2017年8月，民警得知孙某
还了家里亲戚1万元后，便锁定
了广东韶关的一个手机号码。
9月，民警奔赴广东，却没想到

狡猾的孙某已经改名。 当民警
摸清楚当地情况后， 在一个民
工工地宿舍找到了孙某。 他没
有任何争辩， 对交通肇事逃逸
事实供认不讳。

肇事逃逸或被终生禁驾

据孙某交待， 事故发生后
他内心极度恐慌， 他回到现场
周边转悠了近半个小时， 最后
将车停在离事发地约5公里的
偏僻道路上。次日早晨，他将车
遗弃在路边，搭乘大巴车离开，
赴广东韶关躲避风头。

过了十多天， 心存侥幸的
他从韶关又返回弃车地点，发
现车辆仍在原处， 便将车修好
后，作价15000元处理掉。

岳麓交警大队122中队民
警周超介绍， 如果孙某只是驾
车撞伤行人， 他很可能只用面
对民事赔偿， 而由于他肇事逃
逸， 他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的刑事处罚， 同时终生不得
重新取得驾驶证。

周超介绍， 被终生禁驾有
两种情形， 一是酒驾或醉驾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二
是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

民警提醒， 发生交通事故
后，驾驶员应积极抢救伤者，保
护现场并报警。 ■记者 虢灿

本报12月27日讯 一楼是
门面、过道，二楼住人生火做饭，
四方坪旧货市场一直是开福区
火灾隐患重灾区。今日上午，长沙
开福区公安消防大队联合安监、
工商等部门共100名执法人员，
对旧货市场进行联合执法。

首次整改：
复查时未整改到位

四方坪旧货市场有经营户
近300家，住宿、仓储、经营在同
一建筑物内混合设置，为典型的
“三合一”场所，经营户基本上是
一楼经营，二、三楼居住生活，没
有严格的防火分隔，消防设施不
健全。部分业主私自搭建夹层阁
楼，大量使用电器设备，私拉乱
接电线，明火做饭，一旦发生火
灾，极易引发群死群伤火灾事故
发生。

针对以上情况，开福大队已
于2016年7月对该市场下达了
《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并
于2017年5月对其复查， 发现市
场仍未整改到位。

再次整改：
多部门联合执法

11月份，区安委会联合消防
大队、四方坪街道、四方坪派出
所拟定了《四方坪街道四方旧货
市场消防隐患整治方案》， 并多
次组织整治行动。鉴于市场属于
老旧市场， 存在设计先天不足，
业态规划不适应城市发展等历
史和现实的原因，此次开福大队
再次联合多部门对长沙市四方
坪旧货市场进行联合执法。

联合执法组到达现场后发
现， 许多商户将摊位设置在消防
车通道上， 甚至室外消火栓都被
完全遮挡住。针对存在的问题，开
福大队监督人员耐心对市场内业
主进行教育和劝导。 联合执法组
对阻塞消防通道和消火栓的物品
展开全面清理， 对于拒不清理的
经营户采取强制措施清理。

下一步，消防大队还将不断
加强与相关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联合开展老旧市场整治“回头
看”专项行动。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李佳沩

本报12月27日讯 日前，长
沙市天心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
向社会发布招聘合同制环卫管理
员公告，其中招聘范围面向“干部
职工子弟、家属和亲戚朋友”的规
定引发关注。天心区委、区政府今
日通报， 经当地纪委部门紧急调
查，初步确认招聘违规，已责令暂
停招聘，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5日， 天心区环卫局发布公
告公开招聘8名合同制环卫管理
员，任职基本条件包括：年龄在25

至40周岁以内、 高中及以上文化
程度、身体健康和无犯罪记录等。
同时， 注明招聘报名范围为干部
职工子弟，干部职工家属、亲戚朋
友，以及自我推荐。这一限定报名
范围的条件引发关注。

记者了解到，在区环卫局发
布招聘公告后，天心区委、区政
府迅速采取查处行动， 责成区纪
委成立调查组，启动调查程序。经
查，此次招聘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天心区环卫局局长蒯建红、 副局

长魏洪亮、人事科长文杰、人事科
副科长喻春梅， 违规设定招聘条
件，未对招聘内容严格审查把关，
发布前未将公告报送人社部门审
核同意，违反了《长沙市天心区机
关事业单位编外合同制人员管理
办法》第十五条规定。

针对上述问题，决定给予蒯
建红警告处分，给予魏洪亮记过
处分，给予文杰警告处分，给予
喻春梅记过处分， 并调离现岗
位。 ■记者 杨昱

男子斑马线撞人逃逸4年被抓，面临刑罚并终生禁驾

今年长沙58人终生禁驾，10名“90后”

一楼开店二楼住人,火灾隐患堪忧
多部门联合整治四方坪旧货市场

我省新增74个“全国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长沙面向“干部子弟家属”违规招聘被查：4人受处分

12月27日，社区居民在欣赏文艺节目表演。当天，中国智慧社区惠民爱心工程湖南首家公益服务中心在长沙
市雨花区官塘冲社区挂牌。中国智慧社区由中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湖南日报社、湖南萌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旨在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上门服务活动，实现社区生活便利化，家庭生活安全化，居家生活智能化。

记者 李健 摄

本报12月27日讯 在家中
扫描相关信息后，不用去法院就
能网上立案；看中了司法拍卖的
标的物， 轻点鼠标就能参与竞
拍。今天下午，省高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并演示了我省法院
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成果。2017
年，我省法院实现了全业务全流
程网上办理， 全程无纸化办公，
全要素网上公开的技术开发。

网上立案等多举措便民

5月，我省网上法院正式上
线运行， 为当事人和诉讼代理
人提供网上立案、缴费等在线
服务。从立案到审理，从举证
到质证，从开庭到调解，均可
在网上进行。截至12月21日，
全省已有36家法院通过网上
法院系统处理案件1453起。

司法公开方面， 我省法院
在现有四大司法公开平台的基
础上， 与新浪网合作进行湖南
庭审互联网直播 1100余场。
12368语音和短信服务平台受
理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信息查
询、诉讼咨询、联系法官等诉讼
服务6万多通、次。网上公开失
信被执行人13393人。

我省法院司法拍卖依托淘
宝网平台， 从发布拍卖公告到
竞价过程全程在线公开， 探索
引入网络司法拍卖辅助机构引
领看样、标的物信息疑问解答，

实现拍卖标的物价值最大化，
维护了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刑事案件
将实现跨部门数据互通

7月，我省法院全面完成电
子卷宗和电子档案系统部署，
部分试点法院已实现电子卷宗
实时扫描，随案同步生成，结案
一键归档。在电子卷宗和电子档
案系统的数据基础上，进一步运
用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分析等
技术进行了智能审判辅助平台
建设，促进类案同判；通过本案
的电子卷宗和前置文书信息智
能提取，结合办案系统案件信息
比对和提取， 自动生成文书初
稿，实现文书智能编写。

我省法院完成了执行案款
管理系统建设， 与省内19家银
行或分支机构达成资金存管协
议， 审判执行系统和银行信息
系统实现无缝对接。8月， 减刑
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正式投入
运行，全省法院减刑、假释案件
全面实现网络办案。此外，刑事
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正进行
前期论证， 该系统作为政法系
统共建共用的办案辅助平台，
投入应用后， 将实现跨部门数
据互联互通、实时共享，有助于
规范办案流程，统一裁判尺度。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欧嘉剑 曾妍

打官司不去法院？
立案审理可在线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