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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张吟丰

3年前，衡阳人邹尔南的房产公司因工
期延误陷入与建设单位的纠纷， 被告上法
庭，资产被冻结，投资4500万元、服务辖区
上万户居民的农贸市场建设工程停了下
来，公司也面临破产。走投无路的邹尔南向
检察机关求助。株洲市、县两级检察院经深
入调查， 找到了在诉讼中被遗漏的关键证
据： 邹尔南的公司出具给建设单位关于工
期延期的函告以及建设单位同意延期的回
函。经抗诉，最终法院判令邹尔南的公司向
建设单位支付的违约金从120万元降至10
万元，资产解除冻结。目前，工程顺利完工，
500多家业主、商户免于受损，公司也起死
回生。

近年来， 湖南省检察机关紧紧围绕中
央和省委重大战略决策部署， 始终把服务
经济建设、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作为履职之
本，改进办案方式，进行制度创新，既铁腕

“除虫”又柔情“护花”，极大提高了服务经
济发展新常态的履职水平。

“维护经济发展环境，检察
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不作为、乱作为，
执法不严、司法不公时有发生，对当地经济
发展环境带来的破坏和冲击是难以估量
的。 例如，“小标的，大查封”“子公司涉案，
查封母公司”等现象，动不动就把公司负责
人带走，轻易大规模查封企业财产，无疑对
企业是致命的打击。如何避免案子办了、企
业也垮了？

2015年6月以来， 省检察院在全省范
围内深入开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立案监督
专项活动，对民事审判、执行活动中的“小
标的、大查封”扣押冻结和“高值贱卖”等违
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186件， 法院采纳92
件。纠正侦查机关该立案不立案、不该立案
乱立案以及随意插手经济纠纷、 损害经济

发展环境等问题。短短一年，全省检察机关
立案监督侦查机关立案286件414人，监督
侦查机关撤案117件， 纠正漏捕158人，切
实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这是民事纠纷，不能立案！ ”岳阳市
检察院在查办湖南某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4名高管涉嫌合同诈骗罪时，经过认真研
究， 发现是一起股东股权转让产生的民
事纠纷，不能作犯罪处理，作出不批捕决
定。 而此前， 公安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
罪，对该公司董事长兼法人代表、总经理
等4名高管立案调查，对该公司总经理采
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市检察院要求公
安机关撤销案件， 并主动同当地党委政
府汇报，促成股东之间矛盾的化解，帮助
企业成功走出困境。 目前，该公司已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上市。

“服务经济建设、维护经济发展环境，
检察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 努力使检察机
关和检察工作成为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组

成部分甚至标志。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游劝荣说，“检察机关既要铁腕‘除
虫’，也要柔情‘护花’，不能因为检察机关
不恰当的司法活动让地方的投资和发展环
境受到损害， 也不能因为检察机关不恰当
的司法行为让守法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 ”

781家涉案企业没有一家
因办案不当遭遇困境

为尽可能将办案对企业的影响降至最
低，2016年5月，省检察院出台《湖南省检
察机关查办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
（实行）》（简称“除虫护花”机制），在查办涉
企案件的线索分析、初查、立案侦查、批捕、
起诉等环节，采取一案一评估、一环节一评
估、一措施一评估、一风险一预案的办法进
行经济影响评估。

截至目前， 湖南省检察机关共对涉案
的781家企业进行了细致的经济影响评估，
采取防范措施1592项，对涉嫌轻微犯罪的
897名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
技术骨干人员没有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变更
强制措施。其间，没有一家企业因为办案方
式不当而导致生产经营困难， 极大提振了
企业发展信心。

消防“暖餐” ，
让独居老人更暖心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李玺

“爹爹， 您好， 我们是雨花区政府购买消防
宣传教育服务团队的消防宣传志愿者， 天冷了，
用电请特别注意安全， 取暖器及时断电， 易燃物
请及时清理， 人离开时必须关掉电源!”

为确实做好冬春火灾防控期间的消防宣传工
作， 全面提升辖区家庭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
自救能力。 近期， 雨花区消防大队联合辖区街道
以“上门入户” 宣传的形式， 为辖区独居老人送
上消防安全“暖餐”。

针对老年人年迈体弱、 行动不便等特点， 宣
传人员走到老人家中， 为老人送上 《家庭火灾隐
患自查表》 《冬季消防宣传单》 等图文并茂的消
防宣传小册子， 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耐心向老
人们介绍日常消防安全常识。

在讲解消防常识的同时， 宣传人员着重就老
人们一些生活习惯进行重点提醒， 叮嘱他们注意
消防安全， 防止火灾意外事故的发生。 同时， 宣
传人员结合家庭实地情况， 为独居老人找隐患、
改隐患， 切实做到“找火灾隐患、 保家庭平安”。

通过本次消防安全“上门入户” 宣传活动，
让独居老人脸上渐渐露出微笑， 他们不仅感受到
了温暖， 也感受到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爱， 更增添
了他们对快乐的憧憬。

为独居老人送去安全“暖餐”， 是今年雨花区
消防大队冬防工作中警惕“小火亡人” 的重要举
措之一。 该大队以政府购买消防宣传教育服务为
契机， 针对辖区老旧住宅区、 群租房等薄弱环节，
持续开展上门入户宣传活动， 共发放消防宣传资
料10000多份， 近20000多居民接受消防安全知
识培训， 全区消防宣传得到进一步普及。

■相关链接

冬季防火
关注独居老人

近年来，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日益凸
显， 独居老人也逐渐增多， 目前， 我国超过60岁
老年人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4.9%， 而独居老人
火灾死亡比例占火灾死亡总人数30%左右。

当前正值隆冬季节， 气候干燥， 是火灾的高
发期， 而独居老人的火灾防范意识和火场自救逃
生能力较弱， 是火灾中的弱势群体。 独居老人居
家日常防火更是显得举足轻重， 不可忽视， 长沙
消防部门温馨提示：

1.要及时帮助独居父母整理家中的杂物， 不
要堵塞安全疏散通道。

2.要定期为独居的父母检查燃气软管， 清理
灶台和烟道油污。

3.定期检查独居父母家中的电气使用情况 ，
叮嘱老人不要使用劣质插线板， 不能超负荷用电。

4.定期检查独居父母家中的电器线路， 若是
发现老化或破皮， 要及时帮老人更换符合原电源
线规格的线路。

5.叮嘱老人不要躺在床上吸烟， 易燃物不能
靠近明火。

6.做好老人的日常防火教育， 让老人了解防
火逃生常识， 提高安全意识。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张友林）“110！110！我是雨花
区和平小学，我们学校来了两个不明
身份人员，试图攻击孩子们，快来救
援。 ”近日，随着模拟报警电话响起，
南航空警47中队联合长沙市雨花区
和平小学，正式拉开空地联合校园安
全演练的序幕。

演练中， 两名“不明身份人员”
（空警扮演）手持“棍棒”打伤保安（空
警扮演），强行闯入校园。 学校值班人
员立即启动校园安全应急预案，第一
时间拨打110报警， 并由男教师组成
的护校队（空警扮演）和保安手持安
全器械进行拦截。 随后，通过警报铃，
由教师组织在室外上课的学生有序

撤入教室，并做好安全防范。
“不明身份人员”闯入教学楼企

图继续伤人，但学生们在南航空警的
指导下将门窗紧闭，教师组织学生有
序躲藏，“歹徒” 没有找到下手目标，
被保安逼到死角。 110民警赶到，“歹
徒”被制服。

南航空警讲解了航空安全知识课，
飞机构造、乘机注意事项、机上防盗常
识、校园安全知识等让学生们听得津津
有味。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通讯员 周民
民 王梓 记者 段涵敏）春节是违纪违规
案件高发期。近日，临澧县人民医院纪委
紧盯节点，推出“廉洁套餐”，给全院党

员、职工送出“春节廉礼”。
据悉，“春节廉礼”包括开展一次廉

政谈话、编发一组廉政短信、组织一次专
项督查。重点清查各科室有无小金库、违

纪违规巧立名目抬高医疗费用、违规收
受药品经销商礼品礼金、违规操办婚丧
喜庆事宜以及其他违反作风建设规定
情况，采取“渐进式”跟进、“点穴式”追
踪、“交叉式”暗访等方法，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处理。 目前，已纠正7起有违规违
纪苗头的事件，敲响警钟。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冯宇

1月9日上午，临湘市法院法官接待室，
53岁的执行申请人何腰恩拄着拐杖， 一遍
遍清点被追回的3万元赔偿款，脸上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执行，一直在路上，有苦也有乐。 ”临
湘市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杨立雄的话， 道出
了执行干警的心声。

过去的一年， 是解决执行难的攻坚之
年、关键之年。为了实现“用两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破除实现公平正义
的最后一道藩篱”的目标，湖南法院怎样锻
造“利刃”，破解执行难题？ 近日，记者来了
一番探访。

网络查控拦截财产， 信息
化助推执行攻坚

“你是邓某吧，多次催告你来法院领取
文书，你未来领取。现我院已对你在中国农
业银行的存款5050元实施强制扣划，特此
通知……”去年12月25日，桂阳法院执行法
官肖知平向被执行人发送了这样一条短
信。法院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快速执结一起
逃避法院执行案。

2013年8月8日，省高院建立“点对点”
网络查控系统， 实现对被执行人人民银行
开户、所有在湘商业银行账户余额、车辆、
工商股权等财产的网络查询、冻结、扣划等
功能。 截至2017年12月底，全省法院通过

“点对点”网络查控
系统， 已累计查询
银行账号305万个，
金额299亿元，车辆
15.8万台。

省高院党组成员、 执行局局长郭正怀
说：“要强力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 向信息
化要质效。 ”

去年8月，全省法院全面推行执行案款
“一案一账号”管理模式。 在执行案件立案
时， 系统自动分配一个与该执行案件捆绑
且唯一的虚拟银行子账号， 该执行案件案
款的收付全部通过该账号进行， 有效堵塞
执行案款管理漏洞。 截至2017年12月底，
工商银行等11家银行接入该系统， 全省
143家法院全部开通使用。

此外，全省所有执行案件全部录入“执
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 实行信息化管理，
目前已累计录入各类执行案件80.82万件。

点对点查控、信息平台联动、网络拍
卖……“互联网+”给执行插上腾飞的翅膀。

2017年，全省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
拍卖，全年共网拍物品9698件，成交1935
件，成交额34.58亿元，溢价率25.61%，节约
佣金1.12亿元。

开辟“绿色通道”， 快速执
结涉民生案件

1月14日上午，星期日，永兴县法院执
行局干警现场为高亭司煤矿400多名职工
办理涉民生案件兑现款领取手续。

该批涉民生案件， 涉及煤矿职工430
人、案款共计184万余元，矛盾纠纷突出、不
稳定隐患大。法院受理此案后，积极与矿方
负责人联系。 不料，煤矿负责人故意推脱、
逃避执行，申请人群情激愤、围堵煤矿。

执行干警多次去煤矿， 与负责人商谈
执行方案，耐心做工作。依法调取证据确定
煤矿经营效益情况， 同时将煤矿及其负责
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冻结该煤矿所
有对公账户、划拨其银行账户上的存款。

短短几个月时间， 该批涉民生案件顺
利执结。

近年来，每到岁末年关，全省法院都会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涉民生案件执行专项
活动”，对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开辟“绿色通
道”，优先接待、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
兑付执行款。

在上年度的专项活动中， 全省法院共
执结涉民生案件3092件， 执行到位金额
3.02亿元，发还执行款3427人，救助617人，
救助金额651万元。 其中涉农民工工资
案件执结990件，为1909人发还执行款，
发还金额6295万元。

严厉惩治失信， 依法打击
拒执犯罪

“您拨打的机主已被长沙市天心区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请督促其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2017
年8月7日， 长沙天心区法院创新失信惩戒
方式， 与通讯公司合作定制失信被执行人
专属彩铃、短信和标签。此举在湖南法院系
统尚属首次。

据悉，在该服务试运行期间，一名失信被
执行人吓得一次性缴清拖欠的75万元执行
款。

自2013年10月1日起，全国法院建立“失
信者黑名单”制度。 截至2017年12月底，全省
法院已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20.4
万条。

“用失信惩戒制压缩老赖的生存空间，追
究拒执罪撼动‘老’赖的赖债成本。 ” 省高院
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郭正怀说,全省法院积
极应对新形势、新任务，着力破解“执行难”，
打通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2008年， 山东人吴某以分

期付款的方式在中联重科买了一台泵车，
总价310万元。 付了85万元以后不再还款，
吴某被中联重科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后，为
逃避执行，吴某藏车还把GPS拆除。 去年2
月，岳麓区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吴
某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

全省法院加大打击拒执犯罪的力
度，协调检察、公安机关形成打击拒执
犯罪的合力。 近两年来，共追究拒
执犯罪刑事责任200余
人。

湖南法院多措并举———

“亮剑”执行难

当好“啄木鸟”“守望者”
———湖南检察创新涉企案件办理机制服务经济建设

被执行人
专属彩铃

短信

标签

广东爱心人士
湖南援建小学

1月21日， 学生领到爱心书包和文具用品。 当
天， 来自广东的700余名爱心人士走进溆浦县小横
垅乡中心小学， 现场捐赠380万元爱心慈善款援建
校舍， 并为该校759名学生赠送鞋子、 文具和书包
等物品。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南航空警安全演练进校园

临澧县人民医院送“春节廉礼”

长沙消防火灾

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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