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胜执行难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陈淦璋 陈新）记
者近日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获悉，长
沙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北段（马王堆站至
水渡河站出入段线）的7个盾构区间双线
已于本月17日全部洞通， 这意味着建设
者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即实现了8.3公里
的区间贯通， 不仅刷新了长沙地铁建设
新速度， 也为全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
坚实基础。

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自2015年底开
工建设以来， 全线18个车站目前已有16
个完成主体结构施工，11段区间双线贯
通，1段区间单线贯通。

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大致沿万家丽
路布置，南起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站，北
至长沙县蟠龙路站，线路全长22.5公里，
18个车站均为地下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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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来生 刘艳玲

安化县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敢于
动真碰硬，收效良好。

剑指失信公职人员
“我是国家干部，就不还钱，看你们能

把我怎么样！”近日，在安化县某乡镇政府
办公室，一名欠钱不还的干部与法院执行
人员对峙。随即，这名“老赖”兼“官赖”被
安化法院予以司法拘留。

长期以来，涉公职人员案件执行层层
受阻、困难重重，令执行人员大伤脑筋。尽
管法院多管齐下，积极采取纳入失信黑名
单、设置专属彩铃、限制高消费等常规执
行措施，但被执行人自恃在行政事业单位
工作，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因此
效果不明显。

“我院召开专题会议，决定由一把手
集中指挥， 对失信公职人员动真碰硬，剑
指‘老赖’兼‘官赖’。”安化县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孟新军下了决心。

第一步是先礼后兵，将失信公职人员
分批约谈。分批约谈后，安化县某乡镇工
商所干部谌某、某局干部吴某、某卫生院
工会主席蒋某、某医院职工曾某等4名涉
公被执行人均主动履行义务，到位标的额
35万余元。

第二步是单位督办。如果约谈无果，法
院向其单位通报，并依法予以扣留工资、奖
金、公积金。然后，执行人员将公函送达失
信公职人员所在单位纪检部门或者办公
室，再次逐案发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等决定书，限3日内履行。如仍未履行，则予
以拘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第三步是司法建议。失信公职人员被
司法拘留后， 仍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

的，法院建议按相关规定予以组织处理和
对其在晋职、晋级、荣誉获得等方面进行
限制和禁止。对于涉嫌转移财产的，移送
公安机关处理。安化县某乡镇建设站干部
陈某被司法拘留15日， 拘留期满后仍不
履行义务，法院以违反财产报告制度对其
继续拘留。陈某在第二次拘留期间筹齐欠
款，该案执结。

今年以来， 该院已执行此类案件30
余件，司法拘留涉公职、涉企法人28人，执
行到位标的额100余万元。

对涉民生案件挂图作战
安化县人民法院把与老百姓利益息

息相关的涉民生案件， 作为执行工作的
“重中之重”。

李某系安化县梅城镇紫云村农民，在
镇上摆摊卖羊肉。2017年3月， 他与同在
街上摆摊贩卖农产品的刘氏姐妹发生争

执， 李某被二人打伤后送往医院治疗。经
法院判决，刘氏姐妹连带赔偿李某经济损
失1万余元。

执行过程中，刘氏姐妹一直不履行判
决义务。 考虑到案件为邻里间健康权纠
纷， 给付金钱并非解决问题最终目的，执
行干警多次上门，向刘氏姐妹讲明拒不履
行法院判决的后果， 劝其珍惜邻里缘分，
以“和”为贵。刘氏姐妹很快兑付了所欠执
行款1万余元。

安化法院始终将涉民生案件摆在首
位，对此类案件实行挂图作战，由院长和
分管副院长挂帅指挥、统一调度，承办人
每日汇报，逐一攻破。该院先后执结了社
会关注度高、民生利益关系大的安化县清
塘镇煤矿、莲花洞煤矿、落水洞煤矿等系
列案69案，涉及农民工50余人，执行到位
标的额600余万元，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有机统一。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严万达 欧春涛）今天，永州市
委主要负责人透露，今年1至7月，该市433个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541.5亿元，为年度投资计划的66.3%，比全省重点
项目平均进度高出17.2个百分点。

今年来，永州市按照“战略项目化、项目数据化、数据精
准化”要求，深入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助推经济高
质量发展。为此，该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好项目前
期工作“并联审批”制度改革等，已取消市本级行政审批50
项、下放59项，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1至7月，该市57个重大
产业项目完成投资112.78亿元，为年度计划的68.73%，其中
纳入省重点的6个产业项目总体进度完成71.4%， 比全省平
均51.7%高出19.7个百分点。项目引进来势也较好，1至7月，
全市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11个，引资591.773亿元。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王
高）8月22日，华容县产业项目招商又传喜讯：在当天上午
举行的华容县2018年第三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
上，集中签约35个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达154.22亿元。

此次签约项目涵盖智能设备、电子信息、现代农业、
纺织服装、中医药材、医用耗材以及食品加工等行业，签
约项目呈现投资规模大、 工业项目多、 产业结构优等特
点。其中，过亿元项目15个，10亿元以上项目5个。

“我们中金润集团与华容县从相互考察到今天签约仅
仅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已与华容县达成14亿元投资框架
协议的中金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雷涛介绍， 正是被
华容的招商引资政策以及营商环境所吸引， 使得企业坚定
了投资信心。按照规划，该公司计划用地500亩，在华容工业
集中区杨家桥创新创业园建设一个面积50万平方米， 以智
能高端制造、电子信息为主体的创新产业示范园。

“当前，华容‘一区三园’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纺织
服装和以芥菜为主的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升级步伐加
快，医药卫材、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方兴未艾。”华容县委
主要负责人表示，在“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中，该县先后
出台多项亲商、优商、安商和惠商政策，按照“一线工作
法”要求，全面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着力打通服务企
业的“最后一公里”，营造招商引资的大氛围。

安化法院：执行敢于动真碰硬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王建军 ）8月18日， 张家界首
个市级电商运营服务公共平台正式运
营。当日，20多家农产品企业入驻，借
助政府搭建的公共电商平台“借船出
海”。

张家界地处湘西北山区， 森林覆
盖率超过70%， 有着不可复制的生态
优势， 许多极具市场竞争力的优质农
产品亟待走出“深闺”。为充分利用旅
游市场资源，2017年底， 张家界市决

定打造市级电商运营服务公共平台，
通过整合全市电商资源， 发挥“线上
线下”优势，为优质农产品插上“电商
翅膀”。

同时， 新成立的张家界市电商运
营服务中心通过“互联网+三农”“平
台+实业”“公益性+企业性” 模式，完
成开展电商人才培训、 电商企业孵
化、 运营服务管理、 产品展示展销和
公共品牌创建等业务， 力争培育孵化
一批电商专业团队和龙头企业， 服务

全市农业产业化和乡村振兴。
目前， 张家界电商运营服务公共平

台已经完成线上和线下平台建设，线上
的“张家界特产网”分为自营系统和商
户入驻系统，开发有PC电脑商城、微信
商城、APP商城。 线下平台建设了多媒
体功能区、运营服务中心、展示交易中
心、仓储物流中心，构成完整的商业服
务体系，并将逐步形成完整的“众创空
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 的孵化体
系。

张家界首个市级电商平台正式运营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琼 龙怡兰） 洞庭湖畔有民
宿，湿地候鸟美景多。近日，岳阳市君
山区采桑湖汀兰别院民宿项目开工，
这是该区入驻的首个民宿客栈。

该项目位于采桑湖渔场， 紧邻东
洞庭湖，占地面积9333平方米，建筑面
积4272平方米，投资800万元，依托独
特的湿地景观、朝晖夕阴的洞庭湖、数
万亩的金色花海以及原生态的美食等
众多旅游资源，着力打造观鸟、观湖、
观花、美食几大亮点。该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一期工程1栋主体客栈，2套
观湖联排独立小院和2个果蔬基地，二
期工程为6套独立观湖小院。

近年来，君山区确立了“打造洞
庭生态明珠， 建设现代滨江新区”的
奋斗目标， 合理利用岸线和湿地资
源，念好“水”字经，写好“绿”文章，做
实“赏花”“看苇”“观鸟”旅游项目，推
出了骑行江湖体验之旅、洞庭文化之
旅、乡村休闲之旅3条旅游精品线路，
打造“慢生活、亲山水、品乡愁”的假日
休闲旅游。

据悉，汀兰别院预计年底主体工
程完工， 一期项目计划明年7月投入
使用。

慢生活、亲山水、品乡愁

君山全域旅游
迎来首个民宿客栈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骆力军 单明海

“各位游客，大家看到的这座状元楼
始建于宋朝， 是村里人为纪念本村第一
位状元李郃修建的。李郃少年得志，中得
状元。 他得知同科考生刘蒉因得罪权贵
落榜，上书文宗皇帝，请求收回授予自己
的功名，改授刘蒉。李郃让第深深影响着
我们李氏后人，其‘让’的精神一代代传
承下来。作为游客，我们也要发扬‘让’的
精神，文明旅游，不挤、不抢。”

8月25日， 在宁远县湾井镇下灌景
区状元楼，75岁的导游李乾福一边讲解

状元楼的历史， 一边提醒游客注意文明
旅游。

近年来， 下灌村依托丰富的人文和
自然资源发展旅游， 来村里旅游的人越
来越多。 对本村历史了如指掌的李乾福
主动当起了义务导游，被大家称为“金牌
导游”。

“导游在带领游客观赏风景时，应当
好家乡的宣传员， 也要对不文明行为进
行约束。”李乾福说，每次旅行开始前，他
会向游客说明注意事项， 这已成为导游
标准流程的一部分。

据介绍,为优化全域旅游环境，提高
旅游文明指数， 宁远县建立了多个部门

和单位参与的文明旅游联席会议制度。
从小处入手，完善景区管理机制，努力
把“文明旅游”落实到每个细节上、每个
游客身上，不断规范景区服务。同时，该
县加强重点旅游标识系统建设，强化对
饭店、宾馆、农家乐、旅游用品、纪念品、
土特产品、演出队等监督管理。还组织
文明劝导员进行文明劝导，讲文明树新
风。

“宁远不愧是德孝文化发源地，这
儿的人诚实敦厚， 这儿景区内虽然人
多， 但秩序很好， 该排队的都自觉排
队，没有看到乱喊乱叫、拥挤推搡等情
况。而且导游很文明，摊贩很热情，来
这里旅游放心舒心。”来自深圳的游客
刘广胜对宁远景区和导游服务称赞不
已。

宁远旅游“吹”新风

永州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快
1至7月完成年度投资66.3%，

高出全省平均进度17.2个百分点

华容集中签约项目35个
计划总投资154亿多元长沙地铁5号线

建设进展快
16个车站完成主体施工

8月26日， 益阳市
赫山区笔架山乡， 稻田
里的太阳能杀虫灯和昆
虫诱捕器成为一道生态
景观。近年来，赫山区大
力推广抗病品种、 翻耕
灭蛹、 使用诱杀技术等
病虫绿色防控技术，减
轻农业面源污染， 提高
农产品质量。今年，全区
绿色防控率达60%，同
比农药使用减量4.2%。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夏艳辉

摄影报道

生态防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