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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聂程
程） 为让公众进一步参与环
保 、零距离了解环保 ，近日 ，
郴州市生态环境局资兴分局
有关工作人员、 资兴市团市
委领导干部及资兴市三中学
生等 50 余人，走进湖南华润
电力鲤鱼江有限公司开展环
保设施开放日活动。

参观中， 大家现场了解
公司的生产流程与烧结烟气
脱硫工艺， 参观污染物排放
信息公开电子显示屏、 荷花
池污水处理池、 炼钢污水处
理池、烧结烟气脱硫站、洗车
平台、车间生产线等，实地了
解环保设施的运行流转 、处

理工艺、环境保护等情况。 公
司负责人就环保设施运行状
况及排污指标等向群众作了
详细讲解。 通过现场参观，使
民众对企业有了更多理解和
支持。 大家称赞企业高度重
视环保工作， 全员环保意识
不断增强， 环保工作举措扎
实有效，生产现场干净整洁。

近年来， 资兴多次开展
环保设施开放活动， 积极主
动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 今
后， 郴州市生态环境局资兴分
局将进一步畅通环境保护公众
参与渠道，普及环保知识，鼓励
公众参与，进一步营造“争当生
态环保卫士”的良好氛围。

6 月 11 日， 国道 G209K2556＋950 永
顺首车段水毁治理工程如期完工，8 时恢复
通车。 自 4 月 28 日该路段因强降雨导致路
基坍塌， 湘西州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迅速优
化治理方案， 永顺公路部门克服近期汛情
影响，精心组织修复，全力打造湘西平安公
路。 通讯员 向前

通讯员 胡琦 王文勋

近日，衡阳七旬老人王某拿
到司法救助金激动得连声道谢。
检察机关的这笔救助金，能为她的
晚年和两个读高中的孩子带来些
许保障与宽慰。

陆大、陆小同胞兄弟年近中
年，长期无工作、生活拮据。 2017
年，由父母出资 4 万元 ，兄弟俩
分别出资 2 万元，购买一台汽车
合资经营“滴滴打车”。

后陆小退出经营 ， 两人商
定 ，由陆大一人继续经营 ，但需
3 年内支付 3.5 万元转让费给陆
小。 而这笔钱迟迟没有支付，两人
多次发生口角。

双方在一次次争吵中矛盾
升级。陆小用水果刀朝陆大的腹
部捅刺，导致陆大受伤经抢救无

效死亡，陆小也因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小儿子当面捅死大儿子，小
儿子入狱，老母亲伤心欲绝。

老母亲王某于上世纪 90 年
代离婚， 兄弟俩也均是离异家
庭，分别抚养一儿一女。案发后，王
某成为事实无人赡养老人，孙子孙
女成为事实无人抚养孤儿，王某成
为其监护人。

“孙子孙女都在读高中 ，我
又年老体弱多病， 家庭破碎，每
个月 2400元的退休金要承担所有
开支，家庭几乎无法维持。 ”这位古
稀老人为生活哭诉。

今年 3 月，针对困难妇女群
体 ， 最高检与全国妇联共同开展
“关注困难妇女群体， 加强专项司
法救助”专项活动。

蒸湘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
在进行司法救助线索摸排时发
现了此案，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
入户调查工作。 经审查认为，申请
人符合专项活动的专项救助范围。

为了给予其更大地帮助，经
向上级检察院提出联合救助申
请并得到批复同意后，市区两级
院遂启动了联合救助程序。两级
联动 ，济困扶危 ，最终申请人获
得了两万元的司法救助金。

下阶段，蒸湘区检察院将持
续能动履职 ，以“救助工作精细
化 、救助对象精准化 、救助效果
最优化 ”为目标，将司法关爱进
一步延伸群众疾苦，不断促进司
法救助 “助力 ”“助推 ”延伸服务
保障作用， 努力解决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事，不断增强被救助对
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送法进校园 守护少年的你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芳 万

丹 ） “我知道 ， 我 们 有姓 名 权
……”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望着老
师争先恐后地抢答问题。 这是 6
月 10日下午， 株洲市天元区群丰
镇长岭中心小学法治课堂的一幕。

针对近期发生的学生欺凌
和性侵事件， 该校法治副校长、

天元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欧阳
芳从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公民，
对学生欺凌说 “不”、预防性侵害
保护我自己 3个方面，为同学们深
入浅出上了一堂精彩的法治课。

课后，株洲市律师协会法律
援助专业委员会的律师和同学
们也进行了一对一的沟通和交

流，解答大家的困惑 ，提高学生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能力。通
过这次活动引导该校学生培养
自我保护意识和分辨是非能力，
运用法律手段应对校园欺凌，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用心用爱为青
春保驾护航，为创建平安和谐校
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图片新闻

资兴：走进企业看环保

司法救助为七旬老人点燃希望之光

守护湘西平安路

注销公告
湘潭县锦石桂花幼儿园，现经理事会议研究决定注

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谭婉，电话：18873212827

●湘潭县运登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家界市永定区晨鲜超市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802MA4RHT2A5Y，声明作废。
●刘聪肖赞平遗失望城区澳海澜庭
小区 54 号楼 1 单元 703 室购房发
票一张， 发票号码 01213879， 金额
197359元，声明作废。

●邵阳市双清区家辉五交化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502600
025438，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联义建材商行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28
1475声明作废
●宁乡县玉潭镇东沩宝如废品回收
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2
4600030965声明作废

●钟山持有的发证日期为 2004 年
11 月 9 日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遗失，
声明作废
●宁乡县百顺超市腰铺子生活店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24600087050，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天地和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1），
注册号 430000000036156声明作废
●湖南精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00014
2862（2-1）S声明作废

●长沙市快帮跑腿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注
册号 430103000069992声明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 CCT教育考试培训
学校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湖南广隆体育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长沙市韭菜
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
3723501声明作废
●彭启新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注册联，发票代码 143001020660，发
票号码 02127843声明作废

●游艳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号
430111198401203222声明作废
●黄惠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号
430105198710170527声明作废
●湖南新阳光电脑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4717
051913声明作废
●李胜强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
号 441900198901293372声明作废
●陈静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号
430723197311150060声明作废

●长沙宏华钢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防伪税控开票系统 IC卡，声明作废
●赵丽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号
430724198812213948声明作废
●刘丹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号
430122198808255568声明作废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
司攸县煤电一体化项目部遗失中国
农业银行株洲分行攸县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L5522000011501 声明
作废

●刘晶晶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
号 4305221987101163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金胜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1155304
33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尚存空间摄影设计工
作室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92690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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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川
锦）为深入贯彻落实“利剑
护蕾 ”专项行动和 “‘防性
侵 护花蕾’专题普法宣传
月活动”工作要求，切实增
强青少年法治观念和自我
保护能力。 近日，邵东法院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负责
人唐军武带领干警来到该
市城区第二完全小学 ，为
200 余名学生送上“法治套
餐”。

上午 9 点 ， 活动正式
开始。 学生代表为干警们
佩戴上鲜红的红领巾 ，并
敬少先队队礼。 受聘担任
法治副校长的法官唐军武

简短致辞， 向孩子们表达
节日的浓浓祝福。 同时，他
结合学校教育实际和真实
鲜活的典型案例 ， 用通俗
易懂、幽默风趣的语言，向
在场师生阐明了增强法治
意识、 在学习文化知识的
同时掌握基本法律知识的
重要性， 引导同学们提升
防 范 意 识 和 自 我 保 护 能
力。

接下来的讲座中 ，主
讲人法官胡昌禄通过 PPT
图文展示的形式 ， 结合同
学们青春期的变化 ， 向同
学们悉心讲解和传授自我
保 护 知 识 及 预 防 侵 害 措

施。 精心设计的游戏更将
讲座氛围推向了高潮 ，同
学们踊跃发言，妙语连珠 ，
笑声不断。

活动结束后， 老师们
连连感慨， 这样的法治课
堂， 不仅能让学生们零距
离 感 受 法 律 的 神 圣 与 威
严， 还为即将步入青春期
的学生们打开了自我保护
的大门。 在场学生纷纷表
示 ，“我们虽然年纪小 ，防
范意识不能少 。 我们要用
自己学到的许多新知识 ，
和家人分享，向社会宣传。 禁
毒、 反电诈同样也是我们青
少年的责任”。

为“红领巾”送上“法治套餐”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