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经济·政治

2017年4月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让正义的法槌饱含温度
3月31日，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沈跃跃手中接过“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
进个人”荣誉证书时，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马贤兴非常激动。
多年来，他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道路上
勇于探索、敢于坚持，使受害者在法官正义
而有温度的法槌之下摆脱“被负债”的困境，
让司法良知和社会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
现。

“那一跪，直击我的良心”
“当事人那一跪，直击我的良心。”回忆
起4年前纠正于青“被负债”一案，马贤兴感
慨不已。
2013年3月， 马贤兴调任天心区人民法
院院长。一天，退休教师于青敲开他办公室
的门，扑通一声跪下。马贤兴赶紧将她扶起，
细问案情。
2007年7月,于青和前夫胡某离婚,约定
胡某一切债务和她没有关系。但两年后,“债
主”找上门来。
2009年2月,一位姓李的“债权人”将于
青和其前夫胡某起诉至天心区法院,要求两
人共同归还欠款120万元。 李某诉称他和胡
某系朋友关系,胡某共向其借款120万元。他
出示了胡某所写的一张“借条”……天心区
法院一审简单适用司法解释，判令于青承担
这120万元的连带清偿责任。 该案进入执行
程序，于青的住房将被拍卖。
马贤兴了解基本案情后， 说：“如果有
错，必须纠正！”
天心区法院对此案再审后认为,本案仅
有借条,没有相关支付凭证与证据,出借人没
有完成款项真实交付的举证责任,依据民间
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的特征, 无法查
证、 确认原告李某与胡某之间存在真实、实
际发生的借贷关系。同时,根据《婚姻法》第

41条“离婚时作为夫妻共同偿还的债务,应
当是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条件的”这一规
定，债权人李某和债务人胡某没有提供任何
证据证明胡某借款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故
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宣判后, 原告李某没有提起上诉。
于青摆脱了这笔120万元的“被负债”。
此案入选全国妇联等单位评选的“依法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

“不当司法的‘自动售货机’”
马贤兴勇于探索，敢于坚持，他要求天
心区法院针对这类案件,严格坚持合同相对
性原则和《婚姻法》第41条确立的“为夫妻共
同生活”的认定标准，摒弃不合理、不公正的
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论，回归常识常理。马贤
兴认为，如果夫妻另一方或家庭生活使用了
这笔借款的, 也得先由举债一方承担偿债
义务,再由举债一方向享受了该债务利益的
配偶或其他亲友进行追偿。这就是马贤兴的
“正向追偿”理论。
马贤兴认为，法官对法律条文，不能照
搬套用，更不能充当“吞进”案件事实和法律
条文后“吐出”判决书的“自动售货机”，而要
秉承正义良知和法律精神，结合案件事实和
价值判断，作出合法与合情合理的裁判。
无论在宁乡县法院还是在天心区法院
任职，马贤兴对予以简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的案件，只要接到申诉反映，都予以复查和
再审。法官们担心这样会“翻盘”，发生连锁
反应。 马贤兴态度坚决：“必须实事求是，有
错必纠。”
在天心区法院任职4年， 马贤兴主导复
查再审了一批涉及夫妻共同债务和虚假诉
讼的案件，一批离异人士尤其是离异妇女在
法官们正义而有温度的法槌之下摆脱了“被
负债”的困境，使司法良知和社会正义以看
得见的方式实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
民予以充分肯定。2014年， 马贤兴被省高院

圆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创业梦

星城监狱“
创业培训进高墙”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沙兆华）昨天，

长沙市创业指导中心与星城监狱共同签署
“创业培训进高墙”合作签约仪式，星城监狱
第一次迎来50多名各培训学校的创业导师，
他们将最新的创业资讯送入高墙。
星城监狱为我省唯一一所以出监教育、
技能培训为主要职能的特色型监狱， 在这

里，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在此接受为期三个月
的技能和回归疏导培训，为他们尽快地适应
社会打下基础。 星城监狱自建立15年来，已
累计开办烹饪、电器修理、营销等课程培训
67期，培训服刑人员4.3万余人，培训人员全
部获得国家培训合格证， 其中1.9万人取得
国家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证。近年来，在国家

总投资14.9亿元，竣工后将成为“六站合一”交通枢纽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杨 洁 规 张 剑 ） 已有42年历史的株洲火车站

—记
—— “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马贤兴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刘希平

株洲火车站改建工程开工

授予“全省首届审判业务专家”称号，并荣记
个人二等功。
马贤兴多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完善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等相关司法建议，
得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关注和批示。

“为妇女儿童维权，我心无惧”
2016年10月，在全国妇联召开的座谈
会上， 某知名大学一名诉讼法学教授提出
“根据我国婚姻家庭实行共同财产制，必须
实行共同债务制。而且，在执行程序中直接
追加债务人配偶为被执行人， 不是以执代
审”，对这一观点，马贤兴当场站起来反驳：
“不经审判程序直接追加债务人配偶，还说不
是以执代审？你简直是白天说黑话！”会后，
马贤兴直接向最高法院主管执行工作的党
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反映，“在执行中直
接追加债务人配偶的做法很危险”。周强院长
和江必新副院长予以采纳，否决了“直接追加
债务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提议。
纠错，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一次，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马贤兴参加涉夫妻债
务系列案再审听证专家研讨会。会后，有关
案件的原告向上级部门写信状告马贤兴“干
扰上级法院办案”。马贤兴对此一笑了之。还
有一次，天心区法院对一起涉及夫妻债务的
案件予以再审，该案“债权人”找到马贤兴，
威胁说：“你们法院如果改判了我的案件，我
只找你要钱。” 马贤兴义正词严地回答，“你
的案件由法律说了算！”
“为妇女儿童维权，我心无惧！”马贤兴
坦言。2010年，他被评为湖南省十大最具影
响力法治人物；2011年被评为建党90周年
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2015年被评为
长沙市首届最具影响力十大法治人物。
2016年11月27日， 马贤兴全票当选为
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现在，他带领他
的团队，正奔走在“让宪法精神和法治理念
化为看得见的正义”的路上。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该监狱也
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打开了另一扇门，开设
SYB（意为“创办你的企业”）创业培训班，激
发刑满释放人员创业梦想。2013年底， 星城
监狱SYB创业培训项目纳入到财政补贴范
围，近万名服刑人员接受创业培训，一大批
回归人员实现自主创业， 找回人生价值，开
启了全新生活。
此次合作签约，星城监狱将与长沙创业
指导中心加强师资队伍交流，提升监狱创业
培训讲师素质，同时彼此开展教育、教研等
合作交流，共同帮助高墙内的创业梦能顺利
开花结果。

即将迎来新生。3月30日上午， 总投资14.9亿
元的株洲火车站改建工程项目正式动工。
改建后的株洲火车站将成为集国铁、城
铁、地铁、有轨电车、公交、长途客运于一体的
“六站合一”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谱写株洲
城市交通发展新篇章。
现有株洲火车站建于1975年，系全国5
大铁路枢纽站之一， 也是目前中南地区最
大的中转枢纽站，每3分多钟就接发一趟列
车，日发送乘客1.7万余人，日均旅客流量超
4万人次。 由于现有站场设施超负荷运转，

株洲火车站已成为京广线上最落后的特等
站。
“株洲火车站改建后，其配套功能可保证
100年不落后。” 株洲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据
悉， 改建后， 株洲火车站站房建筑面积将达
4.5万平方米，另外配套建一个2.6万平方米、
平战结合的地下车库。 采用线侧式加线上式
综合站型，站房由东、西两个子站房及高架候
车室组成。旅客由高架候车室进站，由地道出
站，从而实现“上进下出”式顺畅流动。此外，
火车站旁将建设长途客运站、公交始发站、停
车场等配套客运设施， 使广大旅客真正享受
零距离换乘的便捷与舒适。

“
两型”认证助推湖南绿色发展
由第三方认证机构对实施两型标准的情况进行评价、监督和考核
湖南日报 3月 31 日讯（记者 邹靖方）记者
从3月29日在长沙召开的第十六次全国认证
认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获悉， 我省积极探索
用标准化推进绿色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初
步建立起比较系统的“两型”认证制度，有力
地推动了全省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据悉，我省建设两型社会过程中，积极主
动采用认证认可手段，创新性地开展“两型”
认证，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省实行“统一
认证目录，统一认证标准、统一认证标志”，由
第三方认证机构对实施两型标准的情况进行
评价、 监督和考核，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提高认证质量。
“两型”认证激发了各参与主体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的内生动力， 有力推动了节能减排、

环境改善，促进了旅游服务等产业的提质升级
和转型发展，协调推进了城市、新农村“两型”
建设，逐步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发展。
与会代表当天来到长沙市白箬镇光明
村、洋湖湿地公园等“两型”建设示范点，对
“两型”认证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察调研。
当天的会议总结了2016年认证认可领
域部际合作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并部署2017
年部际合作的重点工作方案， 涵盖了扩大高
质量产品供给、助推各行业质量提升、服务农
业供给侧改革、加快改革创新发展、开创国际
合作新局面、夯实国家质量技术基础等6方面
84项工作。会上，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就
如何完善部际联席工作机制、 更好地发挥部
际协作作用进行了深入研讨。

税务部门开展税收惠企大宣传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李伟锋）今天，
省国税局和省地税局联合在长沙召开部分重
点企业座谈会，听取纳税人在深化税收改革、
助力企业发展， 尤其是切实减轻企业税收负
担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由
此拉开第26个税收宣传月活动序幕。
座谈会上，省建工集团、中联重科、长沙
银行、蓝思科技等10多家企业的负责人相继
发言， 以切身感受畅谈税务部门深化改革带

来的新税风、新环境，并就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企业发展遇到的税收难题提出意见建议，税
务部门负责人对企业提出的涉税诉求予以积
极回应和解释。
今年4月是全国第26个税收宣传月。我
省税务部门将以“深化税收改革，助力企业发
展”为主题，深入企业开展税收政策宣传，尤
其是上门解读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帮助企业
合理减税，助力企业轻装上阵闯市场。

永兴24个项目集中签约
协议投资总额106.5亿元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 翔 侯 小 芳 ）3月31日， 永兴县举行2017年

春季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会，24个项目集
中签约，协议投资总额达106.5亿元。
据介绍， 此次签约的项目涉及稀贵金属
精深加工、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现代农
业、休闲旅游等领域。签约项目中，包括总投
资20亿元的永兴钛城产业园、总投资15亿元
的白银精深加工和供应链、总投资10亿元的
50万头生猪产业化、总投资6.5亿元的稀贵金

属废料提取金银高效回收等项目。 永兴县委
书记赵宇表示， 这些项目既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导向， 又与永兴县主导产业发展规划相契
合，具有产业带动性强、科技含量高、发展前
景广阔等特点。
今年来，永兴县重点引进投资规模大、经
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和总部型、龙头
型、补链型企业，实现链条向两端延伸、产品向
精深拓展、产业向高端提升。1至3月，全县实际
利用内资、外资同比分别增长9.74%、9.8%。

株洲率先推出“金融精准扶贫便民手册”
湖 南 日 报 3 月 31 日 讯 （通 讯 员 刘 民 昌
张静 记者 周怀立）近日，人民银行株洲市中

心支行在全省率先推出“金融精准扶贫便民
手册”。目前，该手册正陆续发放到当地贫困
户手中。
至去年底， 株洲市还有4.2万贫困户、
126个贫困村、2个国贫县没有脱贫。今年是
株洲市脱贫攻坚决战之年。 为响应株洲市

委、市 政 府 决 战 决 胜 、率 先 脱 贫 的 号 召 ，由
人行株洲市中心支行牵头， 株洲市各金融
机构根据自身工作特点， 采取多种措施推
进扶贫工作，此次编发的“金融精准扶贫便
民手册” 就是众多举措之一。 手册图文并
茂， 除介绍金融扶贫服务站各项服务功能
外， 还有具体介绍金融扶贫示范典型案例
等内容。

黔张常铁路重点工程
刘家寨隧道贯通

美国游客带41公斤肉制品水产品入湘被截获

3月31日上午10时，
工人在黔张常 （重庆—
张家界—常德）铁路刘家
寨隧道里庆祝贯通。该
隧道位于黔张常铁路龙
山段，全长3078.5米，是
黔张常铁路重点工程。
曾祥辉 张军 摄影报道

局获悉，一名美国籍旅客从洛杉矶带了41.02
公斤“洋荤”飞抵长沙，在黄花机场接受检疫
查验时被查获截留。这是我省近十年来，在进
境旅客携带物中单次截获非法肉制品和水生
动物产品数量最多的一次。
据了解， 被查获的美国籍旅客在其行李
箱中装载了14.72公斤冰冻生猪肉香肠、3.93
公斤冰冻猪肉培根、2.57公斤冰冻三文鱼、18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林 俊 ）3月29日，记者从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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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冰冻脱壳虾肉、1.8公斤干货海参， 主要
为了在留华期间个人食用和赠送亲友。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表示， 未经检疫
的肉制品和水生动物产品具有极大携带病原
生物风险，还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我国明确规
定禁止携带、邮寄进境。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对列入禁止进境名
录及经检疫不合格的携带物， 检验检疫机构
应依法予以销毁， 并可对携带者处以最高
5000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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