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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周耀军 杨万里）“街道办事处出资，
配合区财政支持，为辖区内7633户农户免费
购买社会治安综合保险，15日与保险公司办
妥了手续。”11月13日，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
街道负责人陈贵林介绍，该区已为11万户城
乡居民全部购买了社会治安综合保险。

从今年10月起， 由零陵区委政法委、区
公安局牵头，区财政局和各乡镇、街道岀资，

与区人保财险公司签约， 首次为全区范围内
11万多户城乡居民和社会治安人员、 社会
治安志愿者购买社会治安综合保险。 区内
城乡居民在户外被抢夺、抢劫，或遭入室盗
抢、抢劫，造成财产损失及人身伤害的，以
及社会治安人员和社会治安志愿者因遭遇
犯罪行为、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视
情况可分别获得5000元至10万元不等的损
失赔偿。

零陵区为城乡居民购买“治安险”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欧阳倩 易玉婷）
泛黄的老照片定格出长沙市曾经的郊区荒凉
的场景；鳞次栉比的楼宇图，述说着如今雨花
区日新月异的蝶变。 今天起至11月28日，70
幅刻录雨花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照片，在

地铁2号线沙湾公园站展出。
今年7月， 雨花区举办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摄影大赛，收到1500余幅照片。举办方
选用了其中70幅代表作品，分“财富雨花、品质
雨花、幸福雨花”3个篇章展出。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生效的法律文书，必须得到执行！”这
是省高院执行局副局长屈国华常挂嘴边的
话，他是湖南法院决胜执行难战役中的一名
“指挥官”。

他很刚， 数百次啃下强制执行“硬骨
头”， 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的理性； 他很
柔，用练达的情理展现司法的良知，以为民
情怀传递司法的温度。

今年以来， 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21.7万件， 结案18.4万件， 执行到位金额
387.9亿元， 全省执行工作核心质效指标继
续保持全国前列。

这份骄人的成绩，离不开以屈国华为代
表的全省法院执行干警的坚守和付出。

“会诊”执行疑难案成百上千

“屈局，基层法院刚报来一个紧急案
件，请您把关。”11月15日中午12点05分，
省高院执行法官邓志丹敲开屈国华的办
公室门。

屈国华暂停接受记者的采访，认真翻阅
案卷，一刻钟已过去。

“案件中还有很多法律关系没厘清，如
果强制执行，几百名租户如何安置？如果混
淆了租赁权与所有权， 案件会越执行越乱，
最终偏离生效判决内容。”

“案件涉及当地政府和上千名老百姓，
该怎么处理？”

“必须马上组织法院对此案进行‘会
诊’，拿出具体执行措施，确保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的统一。”

这一幕工作场景，正是屈国华的日常。
他明白，对法律负责，以良心担责，才能

真正让老百姓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做人有良心，这是底线。而做一名好的
执行法官，光有良心还不够，得有具备做良
心事的本事。唯有不断学习，才能锻造这种

本事。”
屈国华的办公桌上堆满各类法学书籍，

座椅背面墙上挂有一幅书法作品，4个行草
大字“厚德明法”格外醒目，这是他的品行追
求和奋斗目标。

每次遇到疑难大案，屈国华都会组织执
行人员“会诊”，运用熟练的法规知识，引导
大家解剖麻雀、抽丝剥茧，从不同法律关系
和层面分析，找准症结，破除难点。

“屈局酷爱学习，闲暇时间都在钻研执
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大多条文熟透
于心，张口可说出什么法律法规几条几款怎
么规定的，还总能针对不同疑难案件，研究
出行之有效的执行方法。” 省高院执行局法
官助理刘家豪说。

30余年来， 屈国华先后在省高院研究
室、立案庭、审管办、执行局工作。无论身处
哪个岗位，他都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在执行
局工作十年间，他经常深入全省中院和基层
法院，“会诊” 执行疑难案件成百上千件，为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排忧解难。

“指挥官”的勇毅担当

披星戴月奔波，废寝忘食坚守，费尽口
舌努力，是屈国华的工作常态。他时常笑称，
每位执行法官都有“四千万”：千言万语、千
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苦。

今年8月28日， 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
局、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 省高级人民法
院、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主办的全国
法院第六期《正在执行———2019“秋季利剑
之株洲法院在行动”》全媒体直播活动在株
洲举行。

2个小时不间断直播，1500万网友在线
观看，集中执行3起案件，1120名干警强制清
场腾退交付一起逾5亿元的标的物， 当场拆
除违法建筑，交付土地使用权。

这一串串数据， 凝结了屈国华近3个月
的心血。他是这场艰难“战役”的幕后“指挥

官”，从挑选案件到部署方案，从多方协调联
动到直播集中执行行动。

“每一次决策，不仅需要执行干警集思
广益，更需要‘指挥官’的智慧和果敢。”省高
院执行局干警肖锭说。

生活中，屈国华温和儒雅；工作中，他雷
厉风行，打击“老赖”不手软。

“屈局，我们刚从新化法院出发返回，车
辆已经扣押一并在返回途中。”8月27日凌晨
1点14分， 洪江市法院执行局局长给屈国华
发来信息。

“深夜行车，人困马乏，一定要注意安
全。”屈国华回复信息后，才心安地睡下。

今年8月26日， 洪江市法院执行局干警
前往新化县实施保全一台天泵车。被告胡某
胜听闻风声，纠集十余人堵车，暴力阻扰执
行。

接到报告后， 屈国华立刻联系娄底中
院，远程指挥二十余名干警协助执行，最终
车辆得以顺利保全，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今年4月17日， 天心区法院执行干警在
外省对一起涉工程机械案件进行财产保全
时，也遭遇群体暴力阻扰。

“身在千里之外，心忧一夜未睡。通过执
行指挥系统，联系当地高院，指导执行干警
处理突发情况，保障执行安全，维护司法权
威。”屈国华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

为了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今年来，湖
南法院开展“涉工程机械行业执行案件专项
执行活动”， 共执结涉工程机械行业执行案
件2159件，查扣机械设备1230台，执行到位
金额6.68亿元。

在屈国华看来，以勇往直前的决心排除
万难，是法院人的勇毅担当和不变使命，“破
解‘执行难’，需要执行法官守土有责，守土
尽职地替民办实事。既要有铁腕担当，也须
心存柔情。”

他坚信，恒有初心者，时光不欺；情系人
民者，人民笃信。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黄军山)为回应人民群众对“好而不贵”幼儿
园的期盼， 长沙市全面开展小区配套幼儿园
治理工作。 截至目前， 回收配套幼儿园306
所， 总体目标任务完成率达98.1%。 初步统
计，通过治理，全市增加了普惠性学位60570
个，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提高了约8个百分
点， 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近30万人，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

11月14日，教育部召开第六场“教育奋
进看落实”新闻通气会，聚焦基础教育热点问
题。会上，长沙市教育局负责人介绍长沙推进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情况。

经前期摸底， 长沙有312所小区配套幼儿
园需要治理。针对产权移交中涉税、手续不全
等问题，长沙出台系列针对性文件12份，构建
了配套幼儿园建设、移交、开办的长效机制。

具体而言，针对“建设用地为出让方式取
得”的配套幼儿园移交难问题，长沙决定，建
设用地原出让金在扣除土地成本后由财政退
还给开发单位，同时出台《城镇住宅小区配套

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及产权移交暂行办法》，
明确“建设用地采取划拨方式提供的配套幼
儿园，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附条件行为，建
成后无偿移交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针对产权
移交中的涉税问题， 长沙对无偿移交的配套
幼儿园实行税费全减免； 针对部分移交幼儿
园报建、验收手续不全的问题，长沙将幼儿园
产权办理纳入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范围。

健全学前教育保障机制， 是实现学前教
育公益普惠的关键所在。配套幼儿园收回后，
长沙同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普惠性幼儿
园发展的政策措施。在经费安排上，落实省政府
文件精神， 将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提
高到每生每年600元,对编外合同制教师按人均
6至8万元的标准，由财政全额保障等。在编制配
备上，动态核定公办幼儿园教职工总额，利用省
委编办调剂9683个公办园专项编制的契机，推
进每所公办幼儿园配备3名以上在编教师。在保
教质量上， 对普惠性民办园教职工实行免费培
训，安排省、市示范性幼儿园对口帮扶等，提升
保教质量。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对法律负责 以良心担责
———记省高院执行局副局长屈国华

70幅新老照片见证雨花区巨变

长沙：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5%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蒋涛）11月12日， 蓝山县毛
俊镇沙溪村，“金融村官”唐爱民来到村民成
武峰家，了解惠农贷款使用情况。成武峰今
年种植槟榔芋、紫薯和优质稻600多亩，面临
周转资金不足难题。身为蓝山农商银行毛俊

支行行长的唐爱民，及时帮他获得了50万元
“农乐贷”，解了燃眉之急。

今年，蓝山县委组织部和蓝山农商银行联
合开展“党建共创、金融普惠、助推乡村振兴”
行动，选聘14名乡镇党委组织委员担任“金融
联络员”，28名农商银行支行行长、副行长和客

户经理到28个特色产业村担任“金融村官”，上
门宣讲金融政策，提供评级授信服务，帮助解
决贷款难等。 县里还对农户进行全面评级授
信，推出“老乡贷”“农乐贷”“商易贷”等多项助
农贷款，支持群众发展乡村产业。在4个“老、
少、边、穷”乡镇增设农商银行营业网点，推广
线上化、智能化服务平台，助推乡村振兴。

今年1至10月， 蓝山县农商银行已与27
个试点村党支部签订合作协议，向贫困户发
放小额扶贫贷款1.7亿元， 帮助1.1万多名贫
困群众发展生产、增收脱贫。

蓝山帮助农民解决贷款难

“金融村官”助推乡村振兴

11月18日，“梦想70年———雨花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图片展在地铁沙湾公园站
开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杨景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