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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铁肩担道义，润物细无声。 ”
7月2日上午， 张家界百龙天梯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旦文率公司管理团队，带
着一面烫金锦旗、一尊铜鼎、一封感谢信来到
省政协机关，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正是在省政协大力推动下， 蒙冤8年后，
该公司的一桩错案得以纠正， 合法权利得到
维护。

这一幕，是2017年启动“优化非公经济发
展法治环境”重点调研协商监督课题以来，省
政协聚焦“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积极履职
的缩影。

千余万资金被扣，心灰意冷离去
时间回到1999年。
邵阳隆回人孙寅贵在北京创业成功，意

气风发的他联合德国一家公司投资1.8亿元，
成立了张家界百龙天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百龙公司），并于当年9月，在张家
界景区内动工修建百龙天梯。

建成后的百龙天梯作为世界“最高户外
电梯”载入吉尼斯纪录，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丰收，但麻烦也随之而来。

该公司一直享有税收优惠，而在当地，有
关该公司是否为合资身份，时有质疑。

2007年9月20日，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以
百龙公司性质不是中外合资、孙寅贵涉嫌“逃
税罪”为由进行立案侦查；并多次传唤公司法
人代表孙寅贵。

2010年8月3日， 市检察院决定对孙寅贵
执行逮捕。 随后，百龙公司按照检察机关要求
缴纳了1181万余元暂扣款。

2010年9月10日，检察机关决定对孙寅贵
取保候审， 被关押了37天的孙寅贵得以回到
公司。 12月10日,市检察院就该案向张家界市
永定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1年5月11日，张家界永定区检察院以
“犯罪情节轻微”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书。 百
龙公司对该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不服， 多年来
一直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但未有结果。

同年，心灰意冷的孙寅贵辞去了百龙公
司董事长一职，离开湖南。 2014年4月，他在
河北赤城投资109亿元，建设了“新雪国”项
目。

省政协大力推动，案件迎来转机
2017年4月，省政协副主席胡旭晟率队赴

张家界市，就“优化非公经济发展法治环境”
重点课题进行调研协商监督。 在单独与企业
负责人召开的座谈会上， 公司继任董事长吴
旦文向调研组反映了案件案情。

分析案情后，调研组认为，对于涉税犯罪
的处理，主要目的是为了归税，不应轻易使用
刑事手段。 而百龙公司事先未受税务部门行
政处罚， 亦没有逃税犯罪前科，“这是一桩错
案。 ”

“不能让合法经营的返乡创业者寒心！ ”
调研组高度重视此案，并恪守底线：切实维护
司法权威，不干涉司法机关办案；对于个案的
监督，仅限于经过判决的案件。

调研组第一时间向张家界市反映了非公
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存在的问题， 并要求检察
机关依法自查自纠。

2017年5月22日至24日，胡旭晟率队赴河
北省调研。 期间，孙寅贵再次向调研组汇报了
有关情况。 调研组一行告诉孙寅贵，将协助司

法部门妥善处理该案， 并鼓励孙寅贵继续返
乡投资兴业。 调研组表示，将竭尽全力为返乡
创业者的合法经营做好服务。

此案也引起了省人民检察院的高度重
视。 2017年9月，省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交由张
家界市人民检察院予以办理。

2017年10月30日至31日, 胡旭晟率队再
一次来到张家界， 就优化非公经济发展法治
环境有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开展民主监督。

“8年了，我人生中的污点终于
得到洗刷”

“认定案件证据不足，事实认定错误，且
违反法定程序， 公司及原法定代表人孙寅贵
没有犯罪的事实。 ”经过自查自纠，张家界市
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2月8日，依法作出刑事
申诉复查决定书。

“8年了， 我人生中的污点终于得到洗
刷！ ”决定书下达当天，省政协社会与法制委
员会主任李微接到孙寅贵的电话， 电话那头
泣不成声。 平静下来后，孙寅贵连连道谢，表
示愿意回湘投资。

2018年4月，公司当年缴纳的1181万余元
暂扣款陆续被退还，国家赔偿也在申请中。 5
月，省人民检察院就该案件召开专门会议，对
错误案件进行反思。

“省政协高度重视湖南的非公经济发展
环境优化问题，李微微主席作为课题组组长，
多次率队开展调研并就课题调研协商监督作
出重要批示。 ”省政协社法委主任李微说，“优
化非公经济发展法治环境” 重点课题调研协
商监督,不仅创新了政协履职方式方法，还为
湖南非公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贡献了政协力
量。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 � � � 【名片】
石富，男，1986年出生，蓝山县人，青年

雕塑家，曾获“曾竹韶雕塑艺术大奖”“罗中
立入围奖”“清华大学学生年度人物” 等荣
誉。 现任教于西南大学雕塑系。

� � � � 【故事】
一名留守小女孩独坐高楼远眺， 似乎

在等候外出务工的父母早早归来， 或是悉
心守护着内心的小秘密， 模样煞是甜美可
爱。 这是32岁的蓝山籍雕塑家石富创作的
铜铸雕塑作品《中国孩子》组雕中的一件。

青年雕塑家石富， 近年来把目光注视
在农村留守儿童身上。 创作的《中国孩子》
组雕，目前已有63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
关注。 据介绍，这组雕塑，是一组深刻反映
农村留守儿童生活题材的感人力作， 每件
作品都是石富心血的凝聚， 每件作品背后
都有一个藏在深山里的故事。

“用我的雕塑，唤起社会对留守儿童的
关注。 ”说起创作《中国孩子》的初衷，石富
如是说。

知情人透露， 石富如此关注农村留守儿
童，缘于石富坎坷而悲伤的人生经历和体验。

1986年，石富出生在蓝山县楠市镇肖

家岭村二组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和许多
农村留守孩子一样， 石富的童年也是在孤
独中度过的。

7岁以前，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石富多
数时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是一名地
地道道的留守儿童。 8岁时，石富的父亲因
病过世；17岁时，家里的顶梁柱哥哥意外死
亡；20岁时，母亲劳累过度病逝。

至亲的相继离世， 给石富的心灵带来巨
大打击。孤独中，画画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石富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为改变命运，
石富的求学意志坚如磐石， 曾南下打工筹学
费，北上长沙为画室打杂工免费学画画。 为就
读心仪的大学，石富曾经两次考上大学而未去
就读。 后来，在曾经的长沙燕舟画室著名画家
段江华教授和谭小平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石富
的美术专业素养有了质的飞跃。 2008年，一张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录取通知书让他
既欢喜又犯愁。 没有学费怎么办？ 家乡蓝山的
父老乡亲伸出了援助之手，清华大学健全的资
助体系，也免除了石富的后顾之忧。

感受爱，传递爱。 2012年初，石富决心
将本科毕业雕塑作品聚焦在家乡的留守儿
童身上，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唤起更多人
对留守儿童命运的关注。

于是，他回到蓝山老家，和留守儿童一
起学习、玩耍、交朋友，积累更多的第一手
素材，探索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

回到北京后，石富创作灵感喷薄而出，
半年时间，相继创作了63件铜铸雕塑作品。
他将其命名为《中国孩子》。

《中国孩子》产生巨大影响，在学校的支
持下，作品以50万元的高价拍卖。石富将所得
款项留在学校，成立留守儿童关爱项目。

为了集聚更多力量关注留守儿童，石
富还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石富乡村艺
术基金”，打算将作品拍卖所得，存入这一
基金，以帮助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

“雕塑不应只是放在博物馆里供少数
人观赏，而是要走入社会，跟整个社会血脉
相连，这样才能激发艺术的价值，才能唤起
社会对艺术的关注。 ”石富说，这也是他人
生追求的目标。

� � � �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文天娇）政府下“狠手”稳控房价，不
法分子却伸“黑手”制造400多名伪刚需户。今
天， 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涉嫌伪
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案，9名被告人受审。

为稳控房地产市场，2017年5月20日，
长沙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
房地产住宅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即“5·
20”限购房屋政策，对长沙市房地产市场
进行调控，该政策规定“对在限购区域内无
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家庭： 凭在长沙市连续
缴纳12个月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
证明限购1套商品住房”。

去年6月，无业人士杨某仁、周某熟读
该政策后， 寻求商机， 伪造个人所得税的
《税收完税证明》，并以4500至9000元不等
的价格销售， 供无购房资格的外地户籍购
房者在长沙购房。

据检察机关指控，在买卖《税收完税证明》
过程中，为进一步谋取暴利，杨某仁、周某两人
发展吴某辉、周某满作为下线，与长沙房地产
中介公司职工唐某、石某林、肖某维、易某、吴
某联系， 由他们向无购房资格的外地购房客
户以“代缴”的名义推销个人在长沙市连续12

个月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完税证明》。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8月底，湖南

省税务系统升级，杨某仁、周某为了让给购
房客户补缴工资个人所得税出具的《税收
完税证明》，能够通过相关部门的购房资格
审核， 由杨某仁与湖南省涟源市地方税务
局干部何某及其妻子周某（另案处理）取得
联系，在何某、周某的协助下，由周某使用
长沙市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工作人员詹
某的管理账号， 利用何某工作用的税务系
统内网电脑侵入税务机关金税三期税务征
管系统， 修改150余人的工资个人所得税
的征收信息， 伪造上述人员在长沙市连续
12个月缴纳个人所得税情况，并因此获得
《税收完税证明》。 杨某仁通过微信转账先
后向何某、周某支付报酬2万元。

去年6月至8月间， 该团伙为400多名
无购房资格者伪造、买卖个人所得税《税收
完税证明》，制造了一批伪刚需购房者。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伪
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对杨某仁、周某、
吴某辉、周某满、唐某、石某林、肖某维、易
某、吴某等9人提起公诉。

因案情复杂，本案将择期宣判。

� � �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麻岸芬 麻冬先）好不容易攒钱买台新车，
修车时发现新车竟是事故车修复后再行出售
的。 日前，在湖南省吉首市检察院的支持起诉
下，消费者杨某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汽车
销售公司返还了购车款，并进行了赔偿。

今年1月，吉首市检察院收到了一份支持
起诉申请书，申请人杨某因怀疑自己被诈骗，
请求检察院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后该院民
事行政检察部门立案受理。

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杨某和丈夫叶
某都是泸溪县浦市镇的农民，2017年9月26日，二

人用辛苦积攒的钱购买了一辆多用途乘用车，购
车款加购置税、保险费等共花费了9.6万余元。

一个月后，因杨某驾驶不慎，将车辆右侧
尾灯处剐花，在将车辆送修的时候，修车师傅
的一席话让杨某很吃惊。 原来，这辆“新车”系
事故车辆修复后再行出售的。 杨某多次与汽
车销售公司沟通，经过工商部门的调解，汽车
销售公司依旧拒绝让步， 走投无路的杨某只
得向检察院寻求帮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对该案进行仔细审查后， 承办检察官
认为车辆买卖事实清楚， 工商部门现场笔录
和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等其他证据相互

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认定了案件
事实： 汽车销售公司以新车价格将事故车辆
修复后出售给杨某，涉嫌经营者欺诈。 除应退
还购车款外，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
的规定，还应支付汽车价款3倍的赔偿。 杨某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 吉首市检察院向法
院发出了支持起诉意见书。

今年3月5日， 吉首市法院判决杨某与汽
车销售公司汽车买卖关系无效； 杨某退还车
辆， 汽车销售公司返还杨某购车款7.58万元，
并赔偿杨某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保险费以及
因多次维权产生的其他费用共计2万余元；因
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该公司对杨某另行赔付3
倍的车辆价款22.74万元。 该汽车销售公司不
服判决，提出上诉。 日前，经自治州中级法院
二审审理，判决维持原判。

� � � �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记者 李国斌 何金
燕 通讯员 谢丹 钟建林）交警大数据平台除
了查违法，还能抓“老赖”。 7月10日，长沙市芙
蓉区法院与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动，运
用交警大数据平台，将5名失信“老赖”连人带
车控制在街头。

“请靠边停车，停车！ ”当天上午10时许，
烈日炎炎的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某路口，
长沙交警支队民警对一台奔驰汽车的驾驶人

发出执法指令。 奔驰车主张某随即将车停到
路边。 这时，走向奔驰车的不但有执法交警，
还有芙蓉区法院的两名执行法官。

“请下车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将这台汽
车开到芙蓉区法院去。 ”芙蓉区法院执行法官
李丁对该院一起标的额10余万元的执行案件
被执行人张某说。 该执行案件立案后，因张某
拒不配合而长时间未能执结。 在法院办理了
汽车扣押手续后，张某对李丁法官表示，第二

天就筹集全部执行案款来法院赎车。
当天上午，共有5名“老赖”连人带车被控街

头，其中包括3辆奔驰车、1辆宝马车、1辆三菱车，
这5台车都被依法带回法院办理了扣押手续。 如
果这些被执行人车主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义务， 芙蓉区法院将对这些汽车进行评估拍卖，
以拍卖所得价款兑现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宝
马车被扣押后， 相关案件的被执行人马上将14
万余元执行款支付完毕。

随着“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战役”进入深水
区， 芙蓉区法院与长沙交警支队深化执行联动，
充分运用交警大数据平台优势，对145名失信被
执行人名下车辆进行了针对性的“联查联控”。

� � �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记者 李国斌）7
月9日起，省文明办联合湖南广播电视台新
闻中心推出系列专题《我们的旗帜》，8名大
学生与“湖南好人”共同工作生活，感受他
们的奋斗精神和榜样力量。

在首期节目中，就读于湖南大学的赵卓瑶
来到益阳的大山中，与从事水稻稻瘟病研究的
肖放华一起工作了5天， 打赤脚下田播种、插
秧，冒雨采集数据、整理种子。肖放华在山区坚
守38年，他的团队协助审定水稻抗病品种120
个。 他对科研严谨的态度让赵卓瑶深受震动。

来自中南大学的方逸， 外表看上去活
泼开朗，内心却敏感脆弱，她想知道如何克

服成长中的挫折，带着这个问题去体验了5
天盲人教师郭洋的生活。 郭洋在湖南省特
教中等专业学校教授盲人按摩。5天的体验
让方逸受益匪浅。方逸说，从郭老师和他的
学生身上看到了“奋斗可以改变自己”，遇
到挫折与其埋头抱怨，不如奋斗改变。

《我们的旗帜》是一堂献给年轻学子的
青春励志体验课：大学生莫雪霈将体验“湖
南省十佳记者”谭里和的工作；医学生陈禧
音将去做“侗乡大医”杨文钦、扎西志玛夫
妇的助手，感受他们服务百姓的情怀；师范
生陈雪璐将去往永州的农村小学，与88岁
的唐延禄老师一起照顾学生。

“不能让合法经营的返乡创业者寒心！”

省政协推动纠正一起8年错案
石富：用雕塑
关爱留守儿童

完税证明背后的“黑手”
制造400多名伪刚需户 9名被告人受审

大学生感受“湖南好人”奋斗精神

系列专题《我们的旗帜》开播

法治故事

农民攒钱买的“新车”竟是事故车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获赔3倍车价款22万多元

法院交警联手出击

5名失信“老赖”车辆街头被扣

关爱农村
五保老人
7月12日， 涟源市桥头河

镇界头口村，志愿者为五保老
人免费体检。 当天，该市桥头
河矿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
展“关爱农村五保户，弘扬社
会文明新风尚” 健康教育活
动，志愿者上门为五保老人进
行健康体检，并为老人举行常
见病、 高发病等健康知识讲
座。

张扬 肖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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