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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执行难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常研 胡淋伟

9月25日，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
院执行法官将被执行人长沙某建设
集团公司名下一台丰田越野车扣留。
次日，在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通过淘宝车辆智能询价系统，即时得
出车辆询价报告， 询价结果21.14万
元。 这是自今年3月起，该院探索试行
网络司法拍卖标的物评估询价工作
以来，利用“询价系统”询价的第4台小
型汽车。

岳麓区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张
帅介绍， 较之于传统评估模式，以
“询价+网拍”模式处置拍卖标的物，
不仅能有效缩短评估时间， 提高执
行效率， 更为当事人节省了一大笔
评估费用。 到目前，该院已采用“询
价机制” 对290辆机动车、102套权
属清晰且经登记的不动产确定拍卖
起拍价，为当事人节约评估费300多
万元。

力克传统评估弊端 ，
探索“询价+网拍”模式

“从执行立案，到评估机构出具评

估鉴定报告，再到网络拍卖，其中耗时
最久的就是拍卖标的物评估鉴定这一
环。 ”岳麓区法院执行局局长左钢说，
使用传统评估方法评估拍卖标的物，
通常需要半个月至3个月不等的时间。
传统评估程序复杂、评估时间长、鉴定
费用过高等， 严重影响执行标的物的
变现处置，进而影响执行效率。

经过充分调查研究， 该院决定
试行“询价+网拍”模式。

3月26日，该院在淘宝网上采用
“询价机制”挂网拍卖两台混凝土泵
车， 标的物通过长沙市价格认定中
心7天即确定起拍价格。

“这在长沙尚属首次。 ”左钢介
绍，经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岳麓区
法院从今年开始成为开展网络拍卖
起拍价确定的试点单位，对车辆、设
备以及权属清晰无争议且经不动产
管理行政机构登记的不动产， 采取
询价方式确定起拍价，“询价机制是
以第三方询价为基础， 当事人还可
以自愿协商定价。 ”

询价工作足不出户 ，
成功经验全省推广

打开长沙市二手房基准房价评

估系统，输入“房屋坐落、所有权证
号码、产权面积、房屋类型结构”等
参数，不到两分钟，一套位于长沙县
星沙镇滨湖路的房屋价格估算报告
单即告生成。

询价机制实施之初，车辆、设备
以及权属清晰无争议且经不动产管
理行政机构登记的不动产， 需要通
过长沙市价格认定中心进行询价。
以不动产为例，基本可在7天内确定
起拍价。“与传统评估相比，7天时间
已经够快了。 ” 岳麓区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罗中东介绍，法院并没有
就此满足，“现在，除设备以外，我们
可以将车辆、 不动产的参数输入对
应的评估系统， 可以马上得出询价
结果， 这一切在执行指挥中心就能
操作完成， 再一次缩短了评估时
间。 ”

通过半年试点， 岳麓区法院的
成功经验被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
法院推广。

尝试与淘宝合作 ，询
价触角向省外辐射

“无论是长沙市价格认定中心，
还是长沙市二手房基准房价评估系

统， 都只能对长沙市内的拍品进行
评估询价， 而外地拍品的评估仍需
走传统评估程序。 ”左钢坦言，在“询
价机制”试运行过程中，法院发现了
工作辐射盲区。

从9月起，该院开始尝试与淘宝
平台合作， 以淘宝平台大数据为依
托，对外地拍品进行网络询价。淘宝
平台囊括了全国大型房产平台和房
产数据公司的数据， 同时对全国城
市的基础数据实现了全覆盖。 利用
这些数据作为分析依据， 可以瞬间
得出特定区域、 特定标的类型的当
前价格，有利于帮助法院科学合理、
公正高效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

10月24日下午， 记者走进岳麓
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只见8台电脑
正在紧张工作。 其中一台电脑正在
对位于湖北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丽
岛花园的一套房屋进行网络询价。
登录淘宝平台智能房产询价系统，
输入“省份、城市、小区名称、房屋面
积朝向”等参数，网络询价报告可以
即时生成。

“耗时短、效率高、成本低，‘询
价+网拍’ 成为破解执行难的助推
器。 ”张帅说。

� � � �两支驳壳枪，一匹大白马，身着长衫，英姿勃
发。 这就是驰名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女英雄贺英
的代表形象。 贺龙元帅对他的这个大姐推崇备
至，回首往事时说：“那时队伍很小，每次失败，她
就帮助我重新成立起队伍。 她并不懂理论，但她
的想象力极强。 胆大，天分比我们高多了。 ”

贺英，原名贺民英，乳名香姑，1886年5月17日
出生于桑植县洪家关。 她在7兄妹中居长，贺龙是她
的长弟。 1906年，20岁的贺英与丈夫谷绩庭组建起
一支反抗反动恶势力的地方武装。 1916年，他们参
与支持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行动。 1922年，丈
夫被杀害后，贺英一肩挑起重担，率领地方群众武
装，抗官府、杀豪绅、打土匪、救穷人，开始更加顽强
的斗争。 1926年夏，为响应贺龙部队参加国民革命

军的北伐， 她联合地
方武装驱走县长，进
驻县城， 各界人士送
“万民伞”“欢迎贺司
令进城”，深受群众拥
护。

1926年12月，贺
英来到武汉贺龙部队。 她叮嘱贺龙，要警惕蒋介石、
汪精卫这些人。大革命失败后，她毅然决定回老家稳
住后方队伍。 1927年10月，敌人对南昌起义总指挥
贺龙的老家洪家关进行“围剿”，扬言“不抓到贺英不
收兵”。 重重“围剿”之下，贺英指挥地方武装坚持斗
争。1927年12月，贺英率部600余人参加中共湘西特
委组织的年关起义，曾攻占桑植县城。

1928年2月， 贺龙受中共中央指派回到湘鄂
西开展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 贺英得信后，
将自己掌握的近千人的群众武装交给贺龙。 从
此，她加入工农革命军的行列，并参加桑植起义，
为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受挫，贺龙率
部退到桑鹤边界休整，处境十分艰难。 在战斗中

几次负伤的贺英，在得知工农革命军被困深山的
消息后， 带领身边仅有20余人的游击队打土豪，
筹粮款，千方百计把缴获的银元、布匹、棉花、粮
食等物资，用骡马和人力运送给工农革命军。 贺
龙多次说，1928年那次失败， 若没有我大姐的支
援，后果不堪设想！

贺英还向贺龙建议：“老躲在深山里不是办法，
队伍‘要伍’，‘不伍’不成队伍。 ”贺龙随即对部队进
行整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他
们将部队拉出堰垭， 经沙道沟到咸丰县的黑洞，智
取汪家营，夺得不少枪支。 接着奇袭建始城，收编邬
阳关部队，于1929年春解放鹤峰县城，5月解放桑植
县城。 红军的根据地也日益巩固。

1930年春，贺龙率红军主力东下洪湖，贺英
率游击队留在湘鄂边根据地， 配合红军主力，坚
持游击战争。 1932年反“围剿”后，国民党军和地
方武装四面包围根据地，贺英率部苦苦坚持。

1933年5月5日，因叛徒告密，游击队驻地被
包围，战斗中，贺英中弹壮烈牺牲，时年47岁。

（执笔： 省委党史研究室 刘瑛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让公平看得见
———长沙市岳麓区法院“询价+网拍” 成为破解执行难利器

贺英：把部队交给贺龙交给党

� � �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李国
斌）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常识。 然而，
益阳资阳区发生一件“奇葩事”，驾驶
员因恼怒前车遇红灯减速停车，竟然
暴力砍砸前车。记者今天从益阳市公
安局资阳分局获悉，驾驶员周某因寻
衅滋事已被资阳区警方刑事拘留。

10月27日晚10时许，周某驾驶一
辆面包车经过资阳区长春路与马良
路交叉路口时， 因前方路口红灯，前
车依次减速驻停。 然而周某未注意，
差点追尾。 为此，“吓了一跳”的周某
很生气， 他把方向盘猛然向右一打，
然后又猛地向左转，想来一个漂亮的
超车。 谁知操作不成功，超车时剐蹭
到了这辆车。这下，周某怒不可遏，他

从车上拿出一把砍刀，朝该车一顿狂
砍猛砸。

1分钟后， 正在处警途中的益阳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民警
卜禹龙等人途经此处，发现有人持刀
行凶，将周某当场控制。 随后，案件被
移送至资阳区公安分局马良派出所
进行处理。

经查，犯罪嫌疑人周某没有带驾
驶 证 ， 酒 精 呼 气 测 试 值 达 到 了
142.3mg/100ml，达到醉驾标准。 他
还涉嫌使用变造机动车号牌、不按规
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
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目前，周某因寻
衅滋事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之中。

“奇葩驾驶员”恼怒前车遇红灯减速停车

“途穷”大刀现 滋事被刑拘

� � �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沙兆
华 通讯员 黄俭）“我们是， 湖南律
师；我们想，守护这一江碧水；留住
江豚的微笑、让中华鲟无忧畅游、让
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让我们用法
律维护权益，以热诚守护碧绿。 ”10
月27日上午，100多名湖南律师志
愿者在华容县东山镇长江段江堤上
慷慨宣誓， 拉开了省律师协会倡议
的“守护一江碧水，共建美好家园”的
环保公益行动。

省律师协会号召广大律师投身
服务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和“污

染防治攻坚战”。 26日下午，律师志愿
者来到华容县，在城市广场开设咨询
台，为市民普及环保法律知识，解答
法律咨询。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含英
带领志愿者来到华容县工业园区，向
园区企业介绍了现行法律框架下经
营所需关注的环保法律知识及法律
责任，告知企业如何实现利益与环境
保护的有效平衡。

下一步，省律师协会还将成立我
省环境公益诉讼律师团队，切实肩负
起保护绿水青山的公益法律服务职
责。

守护一江碧水 共建美好家园

我省律师志愿者环保公益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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