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

湖南·首页
2018.12.06 星期四 编辑：
贺银河（电话：
18673177990）版式：
陈文旭

没收老伴退休金涉嫌家暴
湖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陈宁远表示，通过经济控制给 全保护令 254 份。近两年，发
会第八次会议近日分组审议 对方的精神造成侵害，同样构 生在家庭成员和恋爱关系中的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家暴。
命案 233 起，占民转刑总发案
反家庭暴力法〉办法（草案）》，
事实上，
夫妻生活中，
如果 率的 32.4%。
拟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及职能 一方情绪反复无常，或经常没
在家暴事件中，受害者是
部门和有关组织的职责，强化 “性趣”
，
或一方怀疑另一方外遇 老年人的不少。今年 4 月，一
预防和处置措施。目前，湖南 而施以跟踪，
这些也涉嫌家暴。 则视频在网上流传，说的就是
省家庭暴力问题依然突出。
长沙市天心区反家暴基地负责 浏阳一儿媳妇暴打公婆的事。
人邹美红表示，
如今，
遭受
“冷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被没收退休金患上抑郁症
冷语”
的家暴案例十分常见。
法》实施后，
其适用范围延伸到
“共同生活”的范畴，包括同居
家暴其实不仅仅只是殴
保姆虐待老人也是家庭暴力
打辱骂。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生活、
雇佣关系、
非亲抚养关系
陈宁远曾接触了这样一个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等，保姆虐待老人也是家暴。
例：年过八旬的李先生突患抑 暴力法》于 2016 年 3 月实施以 2017年10月，
常德92岁的朱女
郁症，被女儿送到湖南省脑科 来，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 士遭受保姆罗某施暴虐待一事
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原来，李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湖 被媒体披露，
罗某被公安机关以
先生退休后经常接济兄妹，让 南省家庭暴力总体仍呈现出量 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刑拘。
老伴很不理解，要求他将退休 大面广、形式多等特征。2016
遇家暴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工资上缴，每个月只留 500 元 年以来，全省妇联系统受理家
零花钱。如此，老两口经常吵 庭暴力信访 4846 件，
占信访总
在预防和制止家暴方面，
架，最终李先生犯了抑郁症。 量 1/4。全省法院发出人身安 湖南走在了全国前列。2000

长沙成为
湖南最热门旅游地
本报讯 马蜂窝旅游网
和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联
合发布《中国省域自由行大
数据系列报告》显示，2017
年湖南省旅游热度比上年
上涨 154%。游客在湖南平
均停留时间达 4.7 天，人均
花费 3031 元。
报告还显示，张家界市
和湘西州在湖南热门旅游
目的地中分别排名第二、三
位，仅次于省会长沙。在湖
南十大热门景点中，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最受关注，岳
麓 山 和 橘 子 洲 分 列 二 、三
位；而 8 月是湖南旅游热度
最高的季节。
（文/孟姣燕）

年，湖南就出台了全国第一部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
法规。针对家暴，
岳麓区人民法
院2008年签发了湖南首份人身
安全保护令，
2016 年签发了全
国首份由妇联组织代为申请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天心区人民
法院去年 1-10 月发出的人身
安全保护令，
占全国的约1/18。
生活中，妇女、儿童、老人
最容易受到家暴伤害。在遭受
家暴或者面临家暴威胁时，受
害者应及时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面对家暴，受害者
要注意收集证据，主要有以下
几类：一是公安机关的接警记
录；二是受害者自拍受伤的伤
情照片；
三是医院的伤情报告；
四是证人、
证言；
五是公安机关
出具的告诫书。
（整理/本报记
者贺银河）

首届
“湖南报业融合创新奖”
出炉
本报讯 2 日，湖南省报业
协会 2018 年会暨湖湘报业高
峰论坛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州 举 行 ，全 省 报 业 大 咖 围 绕
“改革、融合、创新”主题，共商
报业发展大计，省报业协会会
长赵宝泉作协会工作报告。
省报协 40 多家会员单位
参加了此次会议，涵盖省级各
大报社和各市州主流报社等媒
体代表一百多人。今年来，省
报协带领全省报业同仁坚持举
旗帜、
谋大局、
强组织、
扩平台、
展形象、
优服务，
充分发挥行业
引领作用，进一步搭建行业交
流沟通桥梁，
在新闻报道、
运营
管理、
融合转型、
报刊发行等方
面做了大量创新工作，开展了

多种活动，有力促进了全省报 日报社王芮等十人获得“湖南
业的融合创新和稳健发展。
报业融合创新奖”十佳个人称
会议为首届“湖南报业融 号。会议还表彰了“庆祝改革
合创新奖”十佳单位和十佳个 开放 40 周年·湖湘报刊之路”
人 颁 奖 。 湖 南 日 报 、长 沙 晚 征文活动 20 件获奖作品，
其中
报、潇湘晨报、今日女报、团结 《AARP 杂志与快乐老人报的
报等十单位获得“湖南报业融 全媒体运营策略分析》获得二
合创新奖”十佳单位称号。湖 等奖。
（记者王宇）
南日报社“湘
伴”微信公众
号运维团队、
常德日报传
媒集团尚一
网王永刚、湖
南快乐老人
产业经营有
限公司枫网
刘乔姿、湘潭

■市州动态

长沙市大幅缩短
不动产登记时间
本报讯 《长沙市推进
新建商品房交房交证工作
方案》近日通过相关会议
审议。按照方案要求，长
沙新建商品房交房后完成
不动产登记的时间将由 3
年缩短到 3 个月。会议要
求各部门抓紧做好基础性
准备工作，确保明年元月
正式启动交房交证工作。
另外，
《长沙市城市地
下空间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从12月1日起实施，
长沙市
市内六区城市地下空间不
得布局居住、
养老、
学校（教
学区）；
房地产开发项目地下
车位和车库应首先满足业
主的需要，
且不得擅自停用
或变更。
（文/朱敏 陈月红）

怀邵衡铁路
12 月底建成通车
本报讯 备受瞩目的怀
邵衡铁路将于 12 月底建成
通车，其已于近日试运行，
并在衡阳东站成功对接京
广高铁。怀邵衡铁路途经
怀化、
邵阳、
衡阳三市 14 个
县区，设计时速 200 公里。
（文/周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