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讯

2017.11.10��星期五 编辑 匡萍 图编 杨诚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曾迎春A08 市州新闻

连线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9日

第 2017306期 开奖号码: 8 1 7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936
0

1736

1040
346
173

973440
0

300328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94人入选三季度
“湖南好人榜”
四季度好人榜请你投票

本报11月9日讯 昨晚，
“湖南好人榜”2017年三季度
入选名单发布仪式在株洲天
元区举行，94人入选。

今年抗洪抢险期间， 株洲
县普通干部吴光强连续七天七
夜坚守大堤， 差点倒在抗洪一
线；攸县的陈海英，靠着种小菜
替亡夫偿还68万债务……94名
“湖南好人” 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在平凡的生活中点亮了人
性光辉， 照亮了三湘大地的
“道德星空”。其中宁乡抗洪救
灾祖塔村救人“英雄群体”和
王长征、周力量等14人（组）还
入选“中国好人榜”。

目前，“湖南好人”2017年
四季度推荐评选工作正在进
行， 公众可登录湖南文明网
“湖南好人榜”专题网，为好人
投票、点赞。 ■记者 李永亮

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
薛家村是唯一一个由外省人
义务驻点的扶贫村，它的脱贫
离不开一个从河北千里而来
的老兵———王新法。

王新法是一名退伍军人。
从军14年，1982年从部队转
业后分配在石家庄市公安局。
因为工作出色，曾被当地媒体
誉为“反扒英雄”。随后，王新
法被人诬陷入狱。案件平反出
狱后，王新法来到常德市石门
县薛家村，自掏腰包，扎根深
山扶贫帮困。消息传开后，昔日
战友纷纷加入到他的扶贫队
伍里来。目前这个“军人扶贫军
团”共一百三十多人。

在4年时间里， 王新法和
他的团队带领村民拓宽村道
10多公里，架设桥梁6座，劈山
炸石修建山道5公里， 还把村
通组道路修到了30多户村民
的家门口。 他出资64万元，修

建“山河圆”烈士陵园，集中安
葬在当地牺牲的68具红军烈
士遗骨，教育后人弘扬英烈精
神。 尤其是带领乡亲们开发
1200亩生态茶园，使全村的人
平收入从原来的2000元突破
到7700元，一举摘掉了贫困的
帽子。

他自筹15万元为村里购
置50台DV和投影仪， 鼓励村
民拍摄家乡美景、 身边好事，
曝光不文明现象。2016年，薛
家村被评为省级文明村。

2017年2月23日下午，王
新法因过度劳累，突发心梗去
世。在他离世后，湖南省委省政
府追授他为湖南省“扶贫楷模”、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燕人重义， 一腔碧血肥
湘土；楚天多情，满目红云载
雄魂。”王新法走了，他的事迹
和他的英灵一起将长留三湘
大地。 ■记者 龚化

“睡梦中听到呼救声， 来不
及穿上衣服就冲了过去。” 今年
4月15日， 娄底市长青街道丹阳
社区发生了感人的一幕：一名女
子不幸落水，丹阳社区退伍军人
李明华听到呼救声后迅速赶赴
现场，跳入水中将溺水女子救上
岸，并及时对落水女子进行心肺
复苏和人工呼吸抢救。

“要不是他懂得急救， 人可
能就没了。”事发后，李明华见义
勇为的行为获得了大家的叫好点
赞。近日，李明华入选湖南好人。

社区居民周满秀回忆，女子
被救上来时脸色已经发白嘴唇
发黑， 手脚都已经成僵硬状态，
且牙齿咬着舌头。李明华掰开女
子的嘴、 扒开吐出来的白泡沫，
就帮她人工呼吸，经过多次反复
的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抢救，女

子胸部有了微微跳动迹象。随
后，女子被医院120救护车接走。
事后，李明华回想起救人时的场
景表示：“没想那么多，不管脏不
脏，反正第一时间先救人，如果
错过一分钟黄金救援时间可能
就没救了。”

退伍军人李明华勇救落水
女子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发
众人点赞。“这个小伙不错，我是
看着他长大的。” 丹阳社区工作
人员李如桂告诉记者，李明华是
一个十足的孝子，父亲因患糖尿
病、帕金森症等疾病失去生活自
理能力，李明华谢绝了部队把他
作为骨干培养的机会，回到家里
照顾父亲，“他每天晚上都会牵
着父亲去散步。”

这次舍身救人的感人事迹，
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
和赞赏。“真没有想那么多，当时
就只想着救人了。” 面对各方赞
扬和嘉奖，李明华羞涩地告诉记
者， 自己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只
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小事。

■记者 张浩 实习生 白德富

崀山文化旅游产业园
开工建设

本报11月9日讯 总占地面
积约7000亩， 预计总投资36亿，
带动当地全域旅游升级的邵阳重
点项目———中国崀山文化旅游产
业园今天在新宁开工。

中国崀山文化旅游产业园以
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崀
山为依托，倾力打造辐射长株潭、
珠三角、 北部湾三大经济圈乃至
全国的原点休闲度假地。 每年有
望撬动数百万的游客资源， 促进
崀山旅游经济的再次腾飞。

该项目是政府重点招商引资
项目， 已经与东方园林、 大连圣
亚、 数元影视等上市公司就本项
目的开发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助
推“北有张家界，南有崀山”的湖
南整体旅游发展格局从梦想变为
现实。■陆益平尹建国杨坚李中

国家发改委批复
同意新建郴州民用机场

本报11月9日讯 今天，国家
发改委在官网发布公告，为了完
善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提升
应急救援保障能力、 促进区域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同意新建郴州
民用机场，项目总投资19.56亿元。

批复称， 本期工程按满足
2025年旅客吞吐量55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3000吨的目标设计，飞
行区等级指标4C。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设1条长2600米、宽45米的
跑道， 双向设置I类精密进近系
统；建设6000平方米的航站楼及
6个机位的站坪；配套建设空管、
消防救援、供电、供油等设施。

■记者 潘显璇

沪昆高速邵阳段“7·19”特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爆燃事故系列案一审宣判

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罪获刑

睡梦中听到呼救
他奋力跳入水中救人

李明华（左一）与同事进行工地测量。 周俊 摄

感动湖南候选人事迹展

“扶贫楷模”王新法：

倒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外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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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9日讯 11月6
日、9日， 沪昆高速邵阳段
“7·19”特大道路交通危化品
爆燃事故系列案分别在长沙
市芙蓉区人民法院、长沙县人
民法院、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
院和邵阳市隆回县人民法院
一审宣判。

8人构成玩忽职守罪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
7月18日17时， 长沙大承化工
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添委托其
朋友刘斌驾驶湘A3ZT46轻型
货车从新鸿胜公司土桥仓库
充装6.52吨乙醇，运往武冈县
湖南湛大泰康药业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9日2时57分，刘
斌驾驶该车由东往西行驶至
沪昆高速公路1309公里33米
路段时，与前方排队等候通行
的闽BY2508大客车发生追尾
碰撞，致轻型货车运载的乙醇
瞬间大量泄漏燃烧，致使大客
车、轻型货车等5辆车被烧毁，
造成54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
4人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
亡）， 直接经济损失5300余万
元。被告人柳铁进、胡春瑞、龙
敏、王萍、卢建波、朱楚才、陈
刚、周磊均为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分别负有对涉案企业危险
化学品经营活动及道路交通
安全的监管职责， 因玩忽职
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
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
别严重，他们的行为均构成玩
忽职守罪。

依法作出判决

长沙市芙蓉区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烟花危化科原科
长卢建波、原副局长王萍均有
自首情节，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以
玩忽职守罪对卢建波、王萍分
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有期徒刑三年。

长沙县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
安监科原科长胡春瑞、原副科
长龙敏、原副局长柳铁进均有
自首情节，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长沙县人民法院以玩忽职
守罪对胡春瑞、龙敏、柳铁进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有
期徒刑三年。

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生产质量监督处原处长朱楚
才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对朱楚才以玩忽职守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高速公路管理支队邵怀大队
隆回中队原中队长陈刚、原
干警周磊均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隆
回县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
对陈刚、周磊均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

此外，涉及本案的长沙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
理所西城分所查验岗原民警
师耀光已因犯玩忽职守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且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涉及本案
的长沙汽车检测站有限公司
原工作人员胡有斌、 郭砺锋、
罗安、樊杨犯出具证明文件重
大失实罪一案正在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中。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宇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