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
员 欧嘉剑）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召开
的打击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新闻发布会了
解到，自2014年全省法院开展“集中打击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以来，
我省三级法院打击拒执犯罪成效显著， 形成
了高压态势。仅2016年，全省有145名被执行
人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被追究刑事责
任，4592人被司法拘留。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全省各级法院积极
向党委政法委汇报，协调检察、公安机关形成
打击拒执犯罪的合力。

公诉、自诉并行追究拒执犯罪法律责任。
最高法院于2015年7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此举把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案件的追诉程序由单一的公诉程序改
为公诉与自诉可以并行的程序。2016年5月，
湘潭县人民法院审理了我省第一起拒执罪自
诉案件，并对被告人判处刑罚。

建立打击拒执行为的联合信用惩戒机
制。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今年1月18日

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
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
了我省40家省直单位将在各自的监管范围内
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出行、投资、置业、融资等
各方面予以联合信用惩戒， 共计33项具体惩
戒措施，形成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格
局。33项惩戒措施包括设立金融类公司限制、
发行债券限制、合格投资者额度限制、股权激
励限制、 股票发行或挂牌转让限制、 乘坐火
车、飞机限制、住宿宾馆饭店限制、高消费旅
游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限制、购买具有
现金价值保险限制、限制出境等。

■链接
林新群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基本案情】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湘越物流有限公司

与林新群合同纠纷一案， 经湘潭市雨湖区人
民法院一审、湘潭市中级法院二审，作出生效
判决，判令贺胜武、林新群支付湘越公司货款
22.3万元及利息。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湘

潭市中级法院指定湘潭县人民法院执行 ，执
行法官向贺胜武、林新群送达了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但林新群始终未履行，且未向法
院报告财产状况。2013年7月9日， 湘潭县法
院对林新群采取司法拘留措施。2016年4月，
湘潭县法院对林新群的银行账户进行查询 ，
发现在法院执行期间林新群名下多个银行账
户发生存取款交易100多次，其中存款流水累
计131719.84元。 湘越公司于2015年10月
13日向湘潭县公安局报案， 要求以涉嫌构成
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罪立案，湘
潭县公安局经审查后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
2015年11月10日，湘越公司向湘潭县法院提
起自诉。

【处理结果】
湘潭县法院经审查相关证据后认为， 林新

群的行为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决定
对林新群予以逮捕，公安机关收到法院决定后，
于2016年2月18日将林新群逮捕。 湘潭县法院
经审理认为， 林新群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法
院生效判决，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

奉永成

上周末，几个颇有“乡愁”情结的朋友，
提出去长沙周边的乡村走一走，看一看。

长沙县开慧镇的乡村旅游名气在外，
跟朋友驱车来到这里，乍一看，确实不错：
澳洲木屋、薰衣草庄园、房车营地、露营基
地、乡村民宿、乡村酒吧……硬件建设颇费
心思，但一圈走下来，朋友们感叹：有点视
觉疲劳。

午饭时间，走进路边的农家乐，老板娘
迎上来，热情地招呼我们，“厨师是专门从城
里大酒店请来的，什么大菜都能做。”对我们
想吃当地时令特色菜的想法，老板娘为难地
说，自己家里没有，市场上也买不到。

午后，走进乡村酒吧，一位抽着香烟、
嚼着槟榔的中年妇女操着一口本地话，接
待了我们， 酒吧里售卖的原浆小麦啤酒已
经过期了近半年。

“来乡村，原本以为有看不够的老戏、
听不够的蛙鸣、戏不够的碧水，但眼前看到
的，只有人为的景观建设，缺失了其最有魅
力的内涵———乡土文化。”一位朋友发出感

叹，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笔

下的田园意境，让很多都市人充满向往，这
也正是眼下我省乡村旅游发展如火如荼的
原因所在。然而，笔者发现，一些地方的乡
村旅游建设却忽视了乡土文化的核心内
涵。民居被改得越来越像招待所，饭菜越做
越像星级酒店的大餐， 农民淳朴热情有余
而服务意识不足；听不到鸡鸣狗叫，看不见
农耕炊烟， 过度的商业开发带走了乡村的
悠闲与宁静。

乡土文化、 乡土特色本就是乡村旅游
的灵魂和生命，当大片的庄稼地，房前屋后
的菜园、 古树这些承载乡土文化的东西都
消失或抛荒的时候，人为景观规划得再好，
也只剩下空洞的躯壳了。

乡村旅游应张扬其独有特色， 发挥乡
土优势，挖掘乡土文化，唤起游客的乡村记
忆或田园生活想象； 在有乡土特色的菜肴
上下功夫，围绕“舌尖上的乡愁”做文章；提
升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增强乡愁的吸引力。
让游客找回不一样的“乡味”，乡村旅游才
能彰显其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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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季节在暮春与初夏之间摇摆不定。有时，
阳光美艳，热情如夏；有时空气里又浮着一层
薄薄的属于春的寒意。

眼下已进入湖南的雨季， 雨水变幻成各
种姿态落下， 不时还会遭遇突如其来的雷电
大风， 带来春夏时节独有的季节感受。5月12
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气象部门提醒公众，春
夏时节，强对流天气频发，需注意防范。

雨水短促而剧烈，多发于午后
至傍晚

5月11日，16时左右， 长沙明艳的天空忽
然黯淡下来，雷声隆隆，风雨大作。到了这个
季节，雨水已不再绵软终日、无休无止，春末
至夏季的降水，往往发生在午后至傍晚，来得
快去得也快，有磅礴的气势。

四季分明，雨水丰沛，湖南属于具有大陆
性特点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不过，雨水时
空分布很不均匀，一年中降雨量明显集中于4
至7月，这段时间于是成为湖南的雨季。

气象专家称，春夏季，随着温度的逐渐升
高，对流天气容易在午后时段形成。强降水前
需要一个能量的积累过程，随着气温回升，地
面热空气不断上升与上层冷空气对流， 大气
层在这种冷热交替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不稳定
状态，当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强降水随之
而来。因此，春夏季强降水一般出现在午后或
者傍晚，能量这时达到一天中的高峰。

“夏雨隔牛背，鸟湿半边翅”，民谚常常这
样形容夏季出现的分布不均、 历时短暂的降
雨，并称呼这种雨为“牛背雨”。短时强降水易
导致山区出现地质灾害， 尤其是湖南山地,多
由紫色砂页岩、泥岩、红砂岩、板页岩发育而
成的土壤组成，这些土壤抗冲刷能力弱、蓄水
能力差，一遇短时强降水，泥沙俱下，极易形
成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夏天神秘的“局部”，常常出现
强对流的身影

雷暴、雷雨大风、冰雹、飑线、龙卷风、短
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发生突然、 破坏力
极强。

一般来说，春季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
水、冰雹开始增多；春夏过渡季节，飑线和龙
卷风逐渐增多；到了夏季，雷雨大风之类的，
一言不合就来几场。

天气预报中的“局部”常常被人们调侃：
“住在局部地区的人好惨，总是在刮风下雨雷
暴冰雹。” 而强对流天气更是频频现身“局
部”。

气象专家解释，天气系统中的“大手笔”
如台风和冷空气， 可横贯上千公里、 持续数
天， 而强对流天气在气象上属于中小尺度天
气系统，水平尺度小，生命史短暂。有的强对
流天气水平范围只有几十米至十几公里，时
间较短的仅有几分钟至1小时。因此，强对流
很难预报出具体位置， 往往只能圈出一个可
能范围，预报在某某的“局部”地区将出现雷
雨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强对流天气是湖南各种自然灾害中最常
见的一种灾害性天气，雷雨大风、飑线、冰雹
等出现均较频繁，目前，气象部门已经运用雷
达对强对流进行监测，及时发布短时预警，有
效指导防灾减灾。惹不起，躲得起，还请大家
在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减少户外活动。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春深夏浅风雨骤

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
请进班房

2016年，145人被追究刑事责任，4592人被司法拘留

5月11日下午5时许，
长沙市太平街， 突如其来
的暴雨令市民措手不及。
当天， 长沙突降暴雨， 并
伴有雷电大风。 省气象台
预报， 我省将迎来新一轮
降雨过程， 提醒相关部门
注意防范。

傅聪 摄

我省迎来
新一轮降雨过程

谈经论市

乡村旅游莫丢掉宝贵的“乡味”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孙铁如）长沙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
统计报告显示，2016年末， 长沙市常住人
口为764.52万人， 比上年增加21.34万人，
增长2.9%，增幅为近年来最高。其中市区
总人口411.64万人，比上年增加14.4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53.8%、 比上年提高0.4个百
分点。

据统计，2016年， 长沙市常住人口占
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11.2%， 比上年提高
0.2个百分点，在全省14个市州中排第一。

随着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城镇经
济快速增长， 长沙市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
和周边城镇转移。 统计显示，2016年长沙

市城镇人口580.97万人，比上年净增28.19
万人，城镇化率为75.99%。人均预期寿命
不断提高，2016年全市人均预期寿命为
77.38岁， 比上年提高0.18岁，2016年全市
有百岁老人245名。

统计报告分析， 长沙人口较快增长得
益于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房地产价格洼地
效应。长沙市公安户籍人口统计数据显示，
2016年长沙市迁入人口达15.52万人，其中
近60%是由于购房和经商原因迁入。2016
年，仅蓝思科技等4家大型单位因生产规模
扩大增加员工2万余人。2016年，长沙市房
屋销售面积2594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加
36%。

2016年末长沙常住人口达764.52万人
比上年增加21.34万人，增长2.9%，增幅为近年来

最高，得益于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房地产价格洼地效应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王玉胡 ） 企业用电是否诚实守

信， 今后可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
查询。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与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签署《征信系统共享
商务信用信息合作协议》， 自2017年7月
1日起， 湖南省企业用户的用电信用信
息，将全部录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这是我省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
举措。

根据协议内容， 今后我省企业如果存

在拖欠电费、窃电等用电失信行为，将被录
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一旦存在失信
记录，将受到“失信惩戒”，严重影响该企业
信用等级、银行贷款以及政府评优评先等。
被视为欠费的失信行为是指，最近12个月
存在两次及以上欠费或一次欠费90天及
以上仍未偿还。

下阶段， 省电力公司将与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中心深化合作， 在完善企业用户征
信工作的基础上， 逐步将个人用电信用信
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企业用电信用信息将录入征信系统
欠费、窃电等行为将受到“失信惩戒”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王玉胡）湖南电子口岸（长沙）公共
服务平台将于6月底与海关系统端口完成
对接，正式开通报关业务，届时，长沙外贸
企业足不出户、轻点鼠标，就能在该平台免
费获得报关、结付汇核销、出口退税、网上
支付等“一站式” 口岸通关服务， 可减少
30%以上的关检重复申报项目， 有望实现
“秒通关”的便利。由湖南电子口岸（长沙）
公共服务平台承办的“打开一扇窗，一路看
世界”系列活动今天在长沙举行。

据了解，该平台是围绕口岸通关和跨

境生态圈打造的政务服务综合平台，平
台上联中国电子口岸和湖南电子口岸，
实现与工商、税务、海关、外汇、外贸、质
检、 银行等部门以及长沙口岸各监管场
所、跨境企业的互联互通。平台正式开通
报关业务后，将进一步简化通关程序，真
正实现一个门户入网、 一次认证登录和
一站式通关服务，顺应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的发展趋势。据平台负责人朱海忠介
绍，该平台还将为跨境企业提供法务、供
应链解决方案等衍生服务， 目前平台注
册用户已近1300家。

外贸企业可望实现“秒通关”
湖南电子口岸（长沙） 下月开通报关业务， 可减少

30%以上重复申报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