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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日前发布的全省金融运行情况显示：
10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
余额48852.3亿元，同比增长3.7%，增速
比上年同期下降8.6个百分点，比上月下
降 1.4 个 百 分 点 。1 至 10 月 新 增 存 款
2123.0亿元，同比少增2975.6亿元，其中
10月份净下降 530.3亿元， 同比少增
636.4亿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净下降。10月末，全
省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12748.3亿元，同比

增长-5.9%，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19.4个
百分点，比上月下降3.3个百分点。

住户存款当月净下降。10月末， 全省
住户存款余额25026.8亿元， 增长8.6%，增
速比上年同期下降1.7个百分点，比上月回
升0.5个百分点。1至10月新增1652.2亿元，
同比少增153.6亿元。

广义政府存款同比少增。10月末，全
省广义政府存款余额9143.0亿元， 同比增
长7.4%，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1.1个百分
点，比上月下降2.2个百分点。1至10月新增
1172.5亿元，同比少增73.2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王必杰 刘笑贫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充分挖掘微信
优势，助力解决执行难，收效良好。今年1至
9月，该院共受理执行案件5161件，已执结
4412件，结案率为85.49%，执行到位金额
17.2亿元。其中通过微信方式执结案件700
余件。

朋友圈里巧释法，案子结了
“今天我们通过微信三方视频，来商量

这个案子怎么处理。”5月的一天，开福区法
院执行局法官邱巍在微信群里向双方当事
人发起了视频聊天。

事情还得从一起交通事故说起。 刘某
驾车与一辆小客车相撞， 造成乘坐小客车
的李大爷、李娭毑均不同程度受伤，两位老
人住院期间花去医疗费10余万元。李娭毑
因此坐上了轮椅，生活不能自理。

2017年8月， 法院判决刘某向两位老
人支付赔偿款7万元。 刘某拒不履行义务，
两位老人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邱巍考虑到双方当事人身处
异地往返不便，于是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将
刘某和李大爷的儿子拉入群里。 一番释法
说理并明确告知刘某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
后果后，刘某表示配合。

今年5月23日，执行干警带着刘某将7
万元赔偿款送至李大爷家中。 看到李娭毑
坐在轮椅上， 刘某后悔不已地说：“对不起
你们，我早该来看望的……”李大爷忙说：

“你从娄底赶来也不容易，来了就好，事情
都过去了。”双方冰释前嫌。

开福区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戴智明介
绍，执行法官在朋友圈里讲法律、做调解，双
方当事人也通过互动，减少了路途上的奔波，
既方便了执行当事人，又提高了执行效率。

微信群中晒老赖，网红急了
“何法官， 快把我从失信名单中删除

吧！ 下周我还要坐飞机去上海参加商演。”

网络主播傅某某主动交了执行案款后，对
执行法官何祥猛说道。

2017年1月， 长沙某文化传媒公司与
傅某某签订《网络直播特别委托协议》。之
后， 傅某某按照协议的要求在斗鱼网络直
播平台进行了数次直播。然而两个月后，他
擅自停用原账号， 并换以新的直播账号在
其他公司所属的直播间进行直播。 长沙某
文化传媒公司将傅某某告上法庭。 法院判
决傅某某支付违约金10万元。

鉴于傅某某不履行义务， 法院将其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并在相关微信圈曝
光。傅某某的“粉丝”在微信群里看到傅某
某的失信信息， 傅某某觉得太没面子了。6
月20日，他的父亲来到法院履行了义务。

该院党组成员、 执行局局长艾文博介
绍， 执行干警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转发至
其亲友、同学群等相关微信群朋友圈，倒逼
他们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到目前，已
有370名被执行人慑于“曝光”压力，主动到
法院履行义务或与申请人达成了和解协
议。

公众号上开网店，生意火了
今年5月，该院微信公众号开起了“淘

宝店”， 及时推送司法拍卖标的物相关信
息，并安排专人对网友的留言及时答疑。如
《长沙六区都有房，开福法院网络司法拍卖
等你来》《开福法院一批好房好车等你来
拍》等文章阅读量破万，在进一步推进司法
公开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网拍成交率。

6月9日， 该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一套
面积288.87平方米房产, 起拍价103.445万
元。 经过该院公众号推送，13711次围观，
412人设置提醒，160次轮番竞买， 最终以
223.745万元的价格成功拍卖，比起拍价高
出120多万元。

1至9月， 该院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
台上成交标的数168件， 成交金额1.809亿
元，溢价率29.49%。这种快速变现被执行
人财产、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举措，
已成为该院破解执行难的一大“法宝”。

“微信圈”里话执行

决胜执行难
� � � �开福区法院通过微信方式执结案件700余件，节约了
时间，减少了诉累，方便了当事人———

各项存款增速继续下滑
1至10月全省新增存款2123.0亿元，同比少增2975.6亿元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
讯员 李婵）今天，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陕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魏民洲受贿案，认定被告人魏民洲
犯受贿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魏民洲当庭表示
认罪悔罪，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6年至2017年，被告人魏
民洲在担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 党组成
员，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商洛市
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中共陕

西省委常委、 西安市委书记及陕西省第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期间，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和相关单位在矿产开发、土
地竞拍、工程承揽、融资贷款以及他人职务提
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单独或者通过其
亲属等人收受他人以及相关单位给予的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9783324亿元。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魏民
洲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魏民洲在案发前与他
人串供，指使他人销毁部分受贿所得，使国家
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应依法从重

处罚； 鉴于魏民洲在受贿犯罪中有人民币
2000万元属于受贿未遂， 且到案后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主动交代办案机
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
极退缴全部赃款赃物，在侦查阶段有检举、揭
发他人犯罪和提供线索的行为， 部分查证属
实，构成立功，具有
法定、酌定从轻处罚
情节，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曾幸福）我省新能源车企、充电桩生产及经
营企业、互联网企业将“抱团创业”，到2019年
实现新能源“车桩网”覆盖全省122个县区。今
天，湖南省新能源产业协会充电桩分会在长沙
成立，并在成立大会上发布了这一消息。

2018年， 新能源汽车成为国内汽车市场
的新增长点， 前三季度产销分别完成73.46万

辆、72.1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3.05%、81.05%。
“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已经成为焦点。” 省新能
源产业协会会长于建初介绍， 当前我省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车桩矛盾日益凸显，
而行业发展缺乏系统引导， 正是制约新能源
车推广和充电基础设施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
原因。

省新能源产业协会充电桩分会成立后，

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 将联合我省新能源
汽车产业、协会、相关企业、行业专家，共同商
讨利用大数据平台，建立新能源车、桩、网一
体化运营模式，并联合所有会员企业，2019年
力争在全省布局充电桩10万个， 新增新能源
网约物流车2000辆、 其他新能源车辆5000
辆，建立14个“车桩网”一体化运营中心，对全
省122个县区实现全覆盖。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11月20日，全省数百家新能源车企、充电
桩生产及经营企业负责人齐聚长沙。这一天，
湖南省新能源产业协会充电桩分会成立，成
为分会会员的企业将获得“抱团”在全省推进
“车桩网”一体化建设的机会。

两周之前，省能源局主导、国网（湖南）电
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牵头， 成立了湖南省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宣布联合省
内电动汽车、充电桩、电池、储能、港口岸电等
相关企业，大力推进充电设施建设，并打造全
省统一充电设施运营服务平台。

“抱团发展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这表
明，湖南开始加紧在新能源车、桩、网领域发
力。”湖南省新能源产业协会充电桩分会会长
高炳表示，目前，我省新能源汽车充电矛盾较
突出，“车找不到桩，桩找不到车，此轮‘发力’
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

长沙80%的社会车辆充电桩
使用率低于10%

家住开福区的李先生去年买了辆新能源
汽车，充电问题一直令他头疼。李先生介绍，

“百度地图”显示，他家附近有不少充电桩，按
图索骥到达后却发现一些充电桩不对外开
放，一些充电桩不能使用，一些充电桩车位被
燃油车占用。

“实际上，全省已经投入运营的新能源充
电桩有约2万个，长沙地区最为集中，大约有1
万个， 但其中80%的社会车辆充电桩使用率
低于10%。”湖南晨威高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王广辉告诉记者， 长沙地区社会车辆用
充电桩效益差，普遍亏损。

“效益差”主要是因为布局不合理、壁垒

设置、“鸠占鹊巢”等因素造成。
“前几年，国家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对充电桩建设实施较高补贴，建一个
快充桩补贴总额可达10万元以上。”王广辉
介绍，这在一段时期内滋生了“骗补”行为；
有的企业为了压低建设成本， 选择在偏远
地段“圈地”建桩，导致这些充电桩基本闲
置。

“我们公司的社会车辆充电桩使用率普
遍只有2%。”湖南昌茂电能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易朝进表示， 该公司主要将充电桩设于机
关单位院内，外来车辆很难进入充电。

此外，充电桩车位被燃油车“占用”是用
户投诉率最高的问题。 记者走访了多个居民
小区，在开福区凯乐国际小区前坪，充电桩充
电位全停放着燃油车，小区的业主表示，小区
停车位非常紧张，占位停放司空见惯。在长沙
中南汽车世界、烈士公园停车场等地，也存在
这样的现象。

充电桩运营商对单打独斗
顾虑颇多

“充电桩使用率低，导致省内大多充电桩
运营企业都不敢扩大布局。”湖南晨威高科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广辉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目前，在长沙城区新建一个快速充电桩成
本约13万元， 按照长沙充电服务费统一标准
0.8元/千瓦时来计算， 每天要售电200千瓦
时，1个月充电服务收入才能达到4800元，加
上电损、日常运维费用，收回成本至少3年以
上。“大部分充电桩根本达不到每天售电200
千瓦时的水平。”

“从当前趋势看， 充电桩建设成本在下
降，但电力接入成本非常高，加剧了运营商的
顾虑。”湖南昌茂电能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易

朝进认为， 目前充电桩报装用电流程多且繁
琐复杂，期间受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电力
供应还可能存在被物业限电等不稳定因素，
一旦涉及电力增容，投资更是成倍增加。

此外，因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充电桩运营
商与土地产权方合作是目前最为常见的建站
方式， 而单个运营商在与地方协商时处于弱
势。

充电桩运营如何突围？
“任何新生行业在发展初期都会遭遇诸

多困难， 除了需要政府部门在政策方面提供
有力支持，企业得联合起来想办法、找出路。”
国网（湖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朱
盛开如是说。

他认为， 充电桩建设要进行“供给侧改
革”，规模不足、布局不合理、设施通用性较差
等， 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应该根据公交
车、物流车、公务车、社会车辆等不同类型电
动汽车行驶、泊车规律以及充电需求，将我省
各类公共、 家用电动汽车充电桩总量增建至
20万个。”朱盛开透露，省能源局已委托省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开展全省充
电基础设施现状摸底调研， 为我省修订充电
桩建设验收标准、运营评价办法、配套奖励补
贴政策等提供有效依据。

“另一方面，要杜绝‘车找不到桩，桩找不
到车’，还必须打造全省统一充电设施运营服
务平台， 实现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信息互
联互通。” 省新能源产业协会会长于建初提
出，这也是协会推进“车桩网”一体化建设初
衷。

“抱团发展，是当前形势下降低风险、缩
短投资回报周期的最有效方法。”省新能源产
业协会充电桩分会会长高炳表示， 大部分充
电桩运营企业对此很期待。

充电桩关联企业抱团发展
2019年力争在全省布局充电桩10万个，车、桩、网覆盖全省122个县区

充电桩，路在何方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魏民洲受贿过亿元
一审被判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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