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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常研

连日来，看到标有“中联”字样的混凝土
泵车、搅拌车等设备在淘宝网上一台接一台
地成功卖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风
控部部长肖璨非常喜悦。

中联重科每年都有上百件买卖合同纠
纷在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审理，其中大部
分纠纷是因买主不能及时付清余款所致。

早些年， 由于传统拍卖存在程序繁琐、
周期长、进程慢、效率低、信息传播受限等局
限，设备屡拍屡流不说，由此带来的设备折
旧折价的无形损耗曾让中联重科很郁闷。

“现在改为网上拍卖，我们的日子比以
前好过多了！ ”肖璨对司法网拍很是赞许。

电子竞价取代“击槌成交”
“判决不难，难在执行，难在执行标的拍

卖兑现。 ”这是业界的一致看法。
“低估贱卖、缩水贬值、串标围标……”

前几年，不少申请执行人向法院反应传统司
法拍卖问题多；而“买受人承担5%的拍卖佣
金”的规定，也让部分竞拍人望而却步。

2015年， 岳麓区人民法院派遣专员前
往江浙等地法院学习司法网络拍卖的先进
经验，并在当年正式开启司法拍卖“淘宝模
式”， 成为我省第一家进驻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的法院。 也是迄今为止，我省法院在淘
宝网上挂卖拍品最多的法院。

2015年8月18日，岳麓区人民法院司法
拍卖首次“触网”。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

589号开福万达广场B区商业综合体（含写
字楼）39015房以25.17万元起拍， 最终以
29.67万元成交，溢价117.9%。

“当天，对拍品关注和围观的网民，多达
2.7万余人次。 ”岳麓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
公室主任赵光艳回忆， 第一拍的圆满落槌，
引发了业界和民众广泛关注。

估价3.33亿元整栋房产起拍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岳麓区人民法院的

网络司法拍卖工作已然常态化。
2016年，网拍标的物44件，挂网拍卖87

次，比2015年增长480%。 2017年头6个月，
网拍标的物已达126件， 挂网拍卖高达183
次，超过了前两年总和。

从2015年到2017年， 网络司法拍卖成
交率从22.22%提高到63.38%， 流拍率从
77.78%下降至36.62%。

网拍的成交率、溢价率成倍增长，流拍
率、降价率和拍卖成本明显下降，司法网拍
形成了“两升三降”的良好态势，最大限度地
保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切身利益以及被执行
人的合法权益。

今年5月16日， 岳麓区人民法院在淘宝
网上一次性挂网拍卖26台中联重科设备，
11台被成功拍出，成交金额近1000万元。

“接下来，我们至少还有200台设备要
上淘宝网拍卖。 ” 肖璨介绍说。

2017年，被挂网拍卖的，还有起拍价为
3.33亿元的长沙市枫林一路81号指南针商
业广场整栋房产。 虽然第一轮流拍，却刷新

了岳麓区人民法院起拍纪录，被视为司法网
拍的新起点。 目前，该套房产已进入第二次
拍卖阶段。

司法网拍为何受欢迎
“让法院司法拍卖变得更加公开、透明，

是司法拍卖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 ”岳麓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左钢说，“网络拍卖
在阻隔竞拍人联络、防止串通拍卖、预防暗
箱操作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这是司法网拍
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

开拍前，标的物的名称、所在地、产权情
况等，以及标的物的照片，均能在网上浏览
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司法拍卖环境下
竞拍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拍卖过程中，竞
拍人或浏览网页的人看到的仅仅是竞拍人
的字符代码，能很好地隔离保密信息。

网络的公开性以及报名者的匿名性，使
得整个竞拍过程更加公平、公正、公开，能有
效去除权力寻租空间，最大可能地斩断利益
链条。

从2016年开始， 岳麓区人民法院逐渐
建立了司法拍卖辅助机制。由专业网络拍卖
辅助机构负责开展拍品前期调查和竞拍人
咨询、看样工作，为竞拍人提供更专业的服
务。

“岳麓区人民法院将继续以问题为导
向,进一步优化相关制度流程,让司法网络拍
卖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人性化,从而释放更
多更大的制度能量。 ”岳麓区人民法院院长
陈立民如是说。

永州市冷水滩区委书记 何冲龙
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区长 桂砺锋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县区一级政府义
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冷水滩区作为永州市的首
府之区和传统的教育强区， 在狠抓教育教学质
量的同时， 认真履行政府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中的主体责任，从保障办学条件均衡、师资
力量均衡、教育质量均衡、教育机会均衡等方面
发力，努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是着力狠抓合格学校建设， 从2008年开
始连续8年开展了合格学校建设，截至2015年全
面完成了合格学校建设任务， 有效解决了办学
条件不均衡的问题。 二是着力优化教师资源配
置， 出台专门政策鼓励校长和教师在全区范围
内轮岗交流，并将新招聘和分配的570名义务教
育阶段教师全部充实到农村学校和城区薄弱学
校，有效解决了师资力量配置不均衡问题。 三是
着力推进中心城区学位建设， 成功实施了2014
年至2016年第一轮学位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通过盘活、新建、改扩建等方式新增中小学学位

15740个， 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学位紧缺问题。
四是着力强化各项制度保障，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决定》《关于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规划及年度实施方案 （2014-
2020）》等文件，落实了教育投入达到“两个比
例，三个增长”要求，落实了教师福利待遇的各
项政策、法规，区委、区政府每年定期听取教育
专题汇报，及时研究解决教育相关问题。 当前冷
水滩区10项相关指标均基本达到了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国家标准。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保障教育公平、提高
全民素质的重要手段。 为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冷水滩将继续狠抓中心城区学位建
设，从2017年起，启动第二轮学位建设“三年攻
坚行动计划”，计划投入14.4亿元新建和改扩建
中小学25所， 新增义务教育阶段学位4.1万个，
学位紧张问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继续狠抓农
村学校和城区薄弱学校建设，计划从今年开始
3年内投入7120万元，专门用于“薄改”建设、功
能室建设、教育信息化建设和购置相关教学设
备及图书； 继续优化师资力量配置，2017年计
划招聘217名中小学教师充实到农村规模小的
学校和城区薄弱学校，并继续加强音、体、美等
学科的专任教师的招聘力度，同时进一步改进
教师交流举措，更好地促进优秀教师在城乡学
校间的交流，确保农村学校和城区薄弱学校能
开课、开足课、开好课。

拒邪教扬正气书画展
在省图书馆开幕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通讯员 胡跃龙）

今天，由省人民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
公室、省教育厅和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联合
主办的“湖南省拒邪教扬正气书画展”在湖
南省图书馆开幕。

本次活动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高青少年学生对反邪教斗争的认识，增
强防范识别邪教、抵制邪教的能力。活动得到
了全省反邪教系统、 各市州教育局和全省各
大中小学校师生的积极响应， 以及省内外众
多书画名家的大力支持， 共征集各类作品
1208件，作者年龄最大的90岁，最小的8岁。

本次展出的120件作品主题突出、风格
多样、气韵生动、精彩纷呈，深刻揭露了邪教
组织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恶本质，展
现了邪教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的严重危
害，反映了人们热爱美好生活、倡导文明健
康的强烈愿望，是我省反邪教宣传方面一份
宝贵的新成果、新财富，具有较强的教育意
义和现实意义。

据悉，书画展将展出至7月24日。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通讯员 李凯 邹敏）
7月18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暑期“情牵脱贫
攻坚” 主题实践活动启动， 由该校162名师生
志愿者组成的54支队伍奔赴凤凰县开展为期
15天的扶贫调研活动。 期间， 各团队将围绕精
准扶贫工作， 深入该县的162个贫困村， 调研
核实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情况，
完善精准扶贫档案， 帮助贫困村
填制《挂图作战表》。

“情牵脱贫攻坚” 主题实践
活动是根据湖南省委、 省政府工
作部署， 由省扶贫办、 省教育厅

联合组织， 全省各高校参与的重要活动。 全
省共组建2311支队伍深入6000多个贫困村
集中开展调研， 旨在通过活动， 推动全省精
准扶贫档案更加完备、 脱贫攻坚作战图更加
精准、 精准帮扶工作更加有效， 大学生的身
体素质、 实践能力、 道德修养得到提高。

捏造、散布不实信息

湘潭县两人被行政拘留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谭小军）今

天，湘潭县公安机关查处一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 湘
潭县两男子因捏造、散布“湘潭县梅林桥镇发生特大交通事
故致20人死亡”的不实信息，被行政拘留7日。

15时42分， 湘潭县公安局新闻舆情中心收到湘潭市公
安局新闻舆情中心指令：昵称为“漂泊者风雨无阻”的网民，
在“湘潭爆料群”微信群中发布信息称，梅林桥镇发生特大交
通事故，已死20多人，并配发了相关图文，请查实。

经查，当日14时20分左右，107国道易俗河镇京广村路段发
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事故中，两辆重型自卸货车迎面相
撞，造成两名驾驶员不同程度受伤，无其他人员伤亡。随后，湘潭
市公安局新闻舆情中心立即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召集各
相关媒体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紧急辟谣，回应社会关切。

同时，公安机关启动案件侦办工作，对涉嫌网络造谣传谣
的“漂泊者风雨无阻”展开调查。 当天21时3分，明确了嫌疑对象
身份；22时将违法嫌疑人谭某军、 冯某银依法传唤到湘潭县白
石派出所询问，两人对捏造、散布谣言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湘潭县公安局对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谭某军、
冯某银依法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决定。

司法网拍， 搅活一池春水
湖南教育报刊集团协办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尹萍）“我第一个孩子办理医保卡， 花了3
个月时间，现在就几分钟，真是快捷又方便。 ”
7月17日，岳阳市岳阳楼区居民秦先生来到区
人社局社会保障卡服务中心， 为他的第二个
孩子办理医保卡。 从排队、咨询、填表到拿到
医保卡，整个流程不到5分钟。今年以来，岳阳
楼区实行医保卡“1分钟现场制卡”， 随制随
领，共制发2400多张，获得群众一致点赞。

以前办理医保卡， 岳阳楼区社会保障卡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将办理人员的信息统一
采集、录入，然后统一交由公司制卡，通常需
要1个月至3个月办结。今年，该区人社局创新
工作方法，新引入制卡设备，减少受理、办理
程序。“现在我们将信息采集和制卡合并为
‘现办现制现领’的1分钟医保制卡模式，大大
缩短了制卡时间，方便了居民办卡。 ”该中心

工作人员夏思甜介绍。
以前居民办理退休手续， 都是自己拿着

档案跑上跑下，到不同部门审核、盖章。 该局
创新工作机制，加强部门联动，如今档案室、
社保股、社保站的工作人员联合办公，为即将
退休的人员档案联审。“现在是一次性告知、
一次性办完，退休手续办理时限缩短一半。 ”
该局社保站副站长李琳告诉记者。

今年来，岳阳楼区人社局创新“互联网+公
共服务”模式，推行“一公里便民服务”，按照“权
力下放、窗口下移、服务下沉”原则，加强部门对
接协调、 平台网络维护和窗口工作人员业务培
训，做到“进一道门、找一个人、一次性办成”。 该
局推行工资卡、 医保卡、 养老保险卡“三卡合
一”，社保卡应用率达到86%，居全市第一。 半年
来，全区95个平台窗口共办理业务8.5万笔，累计
办理业务34万笔，群众满意度达到99%。

医保制卡 立等可取
岳阳楼区创新“互联网+公共服务”模式

中南林科大师生开展暑期扶贫调研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汪令维） 昨天上午， 记者从湘阴县委
宣传部、 县文体广新局举办的2017湘阴县文
艺工作促进会暨 《水牯子》 作品交流会上获
悉， 电影 《水牯子》 最近获得第50届美国休
斯顿国际电影节金雷米奖。

《水牯子》 是湘阴女作家湛鹤霞根据其
原创故事 《牛市真多事》 改编成的电影。 当
天， 湛鹤霞与200余名文艺及电影爱好者，
分享了她编剧的创作经历和感受。大家认为，
《水牯子》利用朴实的叙事风格、 原生态的表
演和半纪实性的拍摄手法， 把中国农民身上
的真、 善、 美刻画得淋漓尽致， 充满着浓浓
的人情味， 为大家呈现了一部具有现实意义

和艺术品质的农村题材电影佳作。
《牛市真多事》 以水乡生活为原形，

讲述一对老夫妻养了一头叫“水牯子” 的
牛， 老人与牛相依为命。 突然一天， 老婆
婆病倒无钱医治， 老公公无奈卖掉牛。 在
交易市场， 一位农民看中了这头牛， 却因
身上钱不够， 便把患病且聋哑的女儿交给
老公公带回家， 约好第二天带钱去接女
儿， 结果农民牵走牛后再无音讯， 而此时
女孩病发， 生命垂危……

电影 《水牯子》 由李龙俊导演， 云南佳
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云南曲靖农
民主演， 2013年11月在沾益县炎方乡开机拍
摄， 今年6月22日在拍摄地举行了首映式。

电影《水牯子》获国际大奖
湘阴女作家据其原创故事《牛市真多事》改编

智慧警务
保民安居

7月18日， 慈利县
公安局，民警在天翼可
视化指挥调度平台上
巡查。 该县从2016年9
月开始实施警务机制
创新改革，创建“天网”
“地网”“云网” 三网合
一的智慧警务系统。目
前，天网系统1036个高
清探头已经覆盖到了
全县25个乡镇，地网系
统已接入44家机构单
位，云网系统研发了手
机APP智能数据系统，
全面提高了居民生活
安全感。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卓湘伊

摄影报道

书写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新篇章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先志 梁余强

在蓝山县新圩镇， 活跃着一支由当地
党员、村民自发组织成立的治安巡逻队。每
逢赶集日，他们都早早地来到集市上巡逻。
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他们也会及时调解。

如今， 这支义务巡逻队成了当地民众
心中的“群众110”，成立一年多来，共处理
村民纠纷数十起， 协助当地派出所查处治
安事件2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名，赢得
了百姓的纷纷点赞和当地党委、 政府的高
度肯定。

新圩镇，位于蓝山县东部，共有5.1万
人。在新圩镇集市周边，有龙家坊、尧仁、上
清涵、下清涵4个大村子。因地处两市三县
交界之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给当地社会
秩序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 来自新圩镇龙家坊村
的党员龙汉宗，上源村的廖复龙、廖神德，
尧仁村的李丁祥等人， 萌生了为当地社会
治安稳定出一份力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
得到了新圩镇党委、 镇政府和当地派出所

的大力支持。2016年4月，他们正式组建了
12人的义务治安巡逻队。

从此， 村镇的治安巡逻、 邻里纠纷调
解、扶危帮困、防火防盗，他们都积极参与。
他们风里来雨里去， 不问政府要一分钱报
酬。

“巡逻队由镇里和各村的退休党员干
部和村民组成， 年龄在40到68岁之间，都
是自愿加入巡逻队的。”巡逻队队长廖复龙
介绍说。

今年正月初五晚， 龙家坊村和上清涵
村两位村民因车辆刮蹭问题， 各自纠集村
里数百人对峙。 眼看就要发生大规模群体
性事件，巡逻队员龙汉宗、廖复龙等人及时
赶到，控制住了局面。他们分别给双方做工
作，讲道理，讲法律，安抚双方情绪，最终事
情得以和平解决。

如今，新圩镇治安义务巡逻队，在当地
是声名远播，得到了百姓的交口称赞。

说起巡逻队， 尧仁村党支部书记李文
次竖起大拇指说：“巡逻队，真的不错！现在
村里的治安更好了， 偷摸盗窃的几乎没有
了，吵架的也少了。”

群众“110”活跃新圩镇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触网”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