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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月11日讯 日前，郴州市委
副书记、 市长刘志仁主持召开北湖市
场、马家坪市场搬迁工作调度会，正式
启动两大市场整体搬迁工作。

北湖市场、 马家坪市场均于上世
纪90年代建成并投入使用， 建筑面积
分别为3.62万平方米和3.2万平方米，
主要经营小百货、日用品、服装、小家
电等产品，属人流高度集中区域，是郴
州市目前最大的综合批发兼零售市
场。 由于使用年限较长， 且管理不到
位，存在着基础消防设施老化、防火分
区设置不到位、 疏散通道占用等多项
消防安全隐患。近年来，市消防支队多

次提请市、 区领导带队开展消防安全
检查，按照省政府“一单四制”要求，先
后将两个市场列为重大火灾隐患单
位，实施挂牌督办。协调市纪委对履行
消防安全责任不力的市场管理人员进
行事前问责，并派驻8名政府专职消防
员蹲点驻守，确保消防安全。同时联合
多部门开展专项治理， 推动两个市场
实施整体搬迁。

目前， 市场搬迁工作相关方案和
预案已经制定，情况摸底、市场承接准
备等基础性工作已经完成， 计划在今
年12月全面完成。

■记者张洋银 通讯员 赵军

本报6月11日讯 郴州
市桂阳县人刘某拒不履行法
院判决，玩“失联”3年，被法
院纳入“失信黑名单”。日前，
刘某的女儿参加公务员招聘
考试， 他担心失信记录影响
女儿政审， 近日主动到法院
交执行款。

3年前， 桂阳县人民法
院一审及郴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判决，刘某支付邓
某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精
神损害赔偿金合计21881.4
元。判决生效后，刘某一直
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无奈之下，邓某向法院
申请执行。执行法官发现刘
某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多
次与之联系，刘某则干脆隐
匿外地打工，执行一度陷入
僵局。执行法官刘某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予以
曝光。

近日， 刘某主动找到法
院， 愿意履行执行款并且包
括迟延履行的利息， 请求执
行法官务必将其从失信被执
行人“黑名单”中撤销。原来，
刘某的女儿前不久参加公务
员考试，他担心自己的“失信
黑名单”影响女儿政审，决定
履行3年前的法院判决。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通讯员 肖知平 袁文舟

担心女儿政审不过关
“老赖”主动履行判决

郴州城区两大市场停业关闭集体外迁

日前， 株洲奥园广场商户周女士
向三湘都市报热线投诉称，商场在招
商时承诺不会引进同一业态的商家，
可开业后， 商场内同质化竞争普遍，
导致生意难做。6月11日，记者展开了
调查。

2017年7月， 周女士租下株洲奥
园广场商场2楼两间共百余平方米的
门面， 经营母婴产品和婴儿游泳馆，
“当时销售人员跟我说，不会有同类商
家进驻。”周女士说，几个月后，商场1
楼新开了一家店， 经营项目和她的店
一模一样。

今年1月26日，周女士和商场管理
方协商，双方补充签订了一份协议，约
定后进场的这家店进行差异化经营，
如果差异化经营未达成， 后进的这家
店进行退租处理，限定答复时间为2月
3日前。“近半年时间了，问题还是没有
得到处理。” 除周女士外， 现场还有20

多名商户有同样的遭遇， 向市场方讨
说法，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和商场管理
方达成书面协议，只有口头承诺。

对于周女士反映的协议书一事，
株洲奥园城市天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营运总监陈建辉对记者解释说， 协议
签署当天正值商场开业， 是在周女士
带人围堵公司领导的情况下补充签订
的， 非自愿。 而且就算按照协议来落
实，也是落实不了，后进的商家也没法
做到差异化经营，除非退租，这样市场
方又违约了。

湖南御辩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子青
认为，签订的协议书只要未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即视为合法有效，应按照补签
协议书履行，“对方说是胁迫的，应该举
证或向公安机关、法院申请撤销，否则
就要执行。” 如果与商场管理方协商不
成， 周女士可走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
益。 ■记者 杨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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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一场车祸，岳阳
人李强需赔偿王军7万多
元。王军多次催促、申请强
制执行， 李强在被三次司
法拘留后，仍拒绝还钱。而
李强家有房屋 ， 经商多
年，王军提起刑事自诉。6
月11日，岳阳临湘法院集
中宣判该案在内的3起拒
执犯罪案件，分别对李强
等3名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的被告人判处6个月至1年
的刑罚。

被起诉后立马还钱
仍获刑

2010年12月23日，岳
阳人王军无证驾驶二轮摩
托车搭乘吴华， 与李强开
着的无牌三轮摩托车相
撞，造成王军车辆受损，王
军、 吴华均在此次事故中
受伤。临湘法院认定原、被
告各承担事故50%责任，
判 决 由 被 告 李 强 赔 偿
70870元。

判决生效后， 李强未
在法院指定期限内履行赔
偿义务。王军、吴华于2012
年12月11日向临湘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临湘法院于
同年12月20日向李强送达
执行通知书， 但他拒不履
行判决。 临湘法院先后三
次对李强司法拘留， 他名
下有房，且经商多年，仍拒
不履行判决。

今年5月7日，王军、吴
华以李强犯拒不执行判决
罪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
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通
知。 两人随即向临湘法院
提起刑事自诉， 临湘法院
决定立案受理。 李强慌了
神， 立马将剩余的执行款
悉数汇入临湘法院执行专
户，但为时已晚。 临湘法
院审理后认为， 李强的行

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罪，因其具有坦白、履行全
部执行义务， 且取得自诉
人谅解、认罪悔罪等情节，
一审判决李强犯拒不执行
判决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
个月，缓刑一年。

可刑事自诉
追究“老赖”

6月11日上午，临湘法
院宣判了该案在内的3起
拒执犯罪案件。 临湘法院
常务副院长杨孝平介绍，
截至目前， 该院立案受理
拒执罪刑事自诉案件9件
12人、公诉案件2件2人。

“拒执犯罪是作为不
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最
严重的表现形式，不仅使
法律文书成为‘一纸空
文’， 而且严重损害了司
法权威，任何规避、阻碍、
抗拒执行的行为必将受
到法律的制裁。” 杨孝平
说，今年该院成立了拒执
罪专门合议庭，在拒执刑
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限不
到16天。

承办法官介绍， 由于
公检法三家对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的立案标准和
犯罪构成要件认识上并
不完全一致，有的案件申
请执行人通过公诉程序
追究失信被执行人法律
责任的愿望往往难以实
现。 根据司法解释， 申请
执行人直接向公安、检察
机关控告， 而公安、 检察
机关不予追究的，申请执
行人可以根据法律规定
向法院提起自诉 ， 追究
“老赖”的刑事责任。（文中
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通讯员 黄文龙 陈希

车祸判赔7万多元被拖欠六年，依法向法院提起自诉后拒执案得到圆满解决

刑事自诉，让“老赖”还钱又获刑
2018年是人民

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攻坚之年、决
胜之年。 为给全省

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营造浓厚的宣传
舆论氛围，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本报联合推出《决
胜执行难》 栏目。 本报记者将深入法院执行一
线，及时报道全省各级法院最新执行动态，典型
案例，形成执行攻坚工作的强大合力。

株洲奥园商场对商户承诺不算数？

◆何明霞遗失护士资格证书，
证号 200843024931，声明作废。

◆杨鑫烽（父亲：杨嘉，母亲：唐丽
婷）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798126，声明作废。

◆熊孜轩（父亲：熊晃，母亲：鲁
玉蓉）遗失医学出生证明，证件
编号：430226810，声明作废。
◆董肖含（父亲：董肖纯，母亲：陈
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060155，声明作废。

◆黄琬茹（母亲:龚欢，父亲:黄
滔）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404434，声明作废。

◆黄博林（父亲：黄添新，母亲：
黄湘秀）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K430134159，声明作废。

◆李世良遗失道路运输证,证
号:430902201035，声明作废。

◆杨正泷（父亲:杨国栋，母亲:向
艳华）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384708，声明作废。
◆陈欣瑶（父亲：陈友政，母亲：涂
嫦娥）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978398，声明作废。
◆梁栩菱(父亲：梁邦民，母亲：李
嘉敏)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599780，声明作废。

◆彭艺多（父亲:许彭宇，母亲:陈
伊婷）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384268，声明作废。

◆谭湘怡(父亲：谭伟，母亲：吴小
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102902，声明作废。

◆罗雨涵（父亲：罗忠实，母亲：黄
丽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587006，声明作废。

◆湘潭大学王昱琳遗失报到证，证
号：201610530201665，声明作废。

◆李梓恒（父亲：李玉龙，母亲：潘
敏）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609560，声明作废。

◆邓润泽（父亲：邓存涛， 母亲：王
良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070191，声明作废。◆周丹（身份证号 430105197112

20004X），考试年份 2012 年，考
区湖南长沙市，职称外语英语-
综合 B 级证书遗失；声明作废。

◆雷唯雅（父亲:雷三洪，母亲:欧阳
金清）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G430573940，声明作废。

◆许淑婷（父亲:许七军，母亲:李
琴妮）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700127，声明作废。

◆刘旭（父亲：刘兴汉，母亲：汤再
香）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42630，声明作废。

◆周名镈（父亲：周文，母亲：毛枫
枫）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636016，声明作废。

◆吴永明遗失车牌号湘 HL0921
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
证号：湘交运管许可益字 4309
22201493，现声明作废。

◆阮喜霞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9
23199209092327，声明作废。

◆言金科（身份证号 432502196207
303017）遗失国家能源局湖南监
管办公室核发的特种高压试验
证书,证书编号:552315200137，
声明作废。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王
培 源 遗 失 报 到 证 ， 编 号
200812397301750，声明作废。

◆汪战利遗失湖南大学三方协议，
编号 201411020427，声明作废。

◆艾佳晔（父亲：周星甫，母亲：艾
飞）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15645， 声明作废。

◆郑琴琴遗失湖南商学院毕业
生报到证，证号:201210554201
743，声明作废。

◆肖懿轩（父亲:肖华，母亲:肖元
元）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43438， 声明作废。

◆贺子昊（父亲:贺芳远，母亲:周
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282748， 声明作废。

◆郑晓妍遗失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学生证,学号 201640130109，声明作废。

◆周佳豪（父亲：周腾蛟，母亲：黄
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02528，声明作废。
◆刘可萱(父亲:刘三军，母亲:罗
恒)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号码：
M43037829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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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市民在欣
赏书画作品。当天，由湖南
省文化馆、 广东省美术家
协会等主办的《吴法吴迹·
吴广诗书画印艺术回湘汇
报展》 在湖南省文化馆举
行， 展出湘籍金石书画家
吴广的山水画、花鸟画、人
物画、 诗联书法等作品
102幅。

傅聪 龙文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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