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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0日讯 员
工受伤判赔100多万元，
老板有钱还不执行；“老
赖”隐瞒征收款，把钱转
到前妻账户买理财产品；
6万元欠了好几年不还，
“老赖” 还买了36万元的
奥迪小车……

今天上午， 省高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我省
法院依法打击拒不执行判
决、 裁定违法犯罪行为的
工作情况，介绍《关于办理
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
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试行）》 制定出台的有关
情况， 并发布了10起依法
打击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
罪典型案例。 以上三个案
例中的“老赖”均因为拒不
执行判决罪被严惩。

征收款转到前妻账户
躲执行

株洲人姚某因民间借
贷纠纷被起诉，2013年 3
月， 株洲县法院判决姚某
返还易某借款本金48万
元，判决生效后，姚某并没
有还钱，一拖好几年，易某
依法向株洲县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而姚某为逃避法院
强制执行，委托自己的母
亲将房屋征收款领走并
存入其母亲账户，后将征
收款分两次由其母亲账
户转入其前妻账户，最后
将征收款分两笔购买了

理财产品。
株洲县法院依法移送至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今年2月
9日，姚某偿还了所欠借款本
金及迟延履行利息67万多
元， 取得了易某的谅解。5月
25日， 株洲县法院以拒不执
行判决罪判处被告人姚某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今年受理拒执刑事案件
353件

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副局长屈国华介绍，我省法院
执行、刑事审判部门综合运用
罚款、拘留、信用惩戒、刑事处
罚等手段，依法严厉制裁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行为。2016年
以来，全省法院累计公布未履
行生效裁判的被执行人信息
88万余条， 发布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信息21.4万条；采取拘
留措施3175人次， 罚款措施
457件次， 罚款金额1787万
元。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
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
件353件，向公安机关移送追
究刑事责任367人，93人被依
法判处刑罚。

湖南法院依法畅通诉讼
渠道， 确保对拒执犯罪精准
高效打击， 将拒执罪的追诉
由以往单一的公诉模式改为
公诉、自诉并行模式。今年以
来， 全省法院共审理拒执犯
罪自诉案件22件31人。 对于
情节严重的拒执及关联犯罪
行为，拒不履行支付赡养费、
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
疗费用、 劳动报酬等特定给
付义务的判决、裁定，均依法
从重处罚。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程欣鑫 通讯员 曾妍

7月10日，古色古香的湖南大学力学楼，绿树环绕，环境优美。当天，长沙市启动第三批历史建筑挂牌工作，湖南大学
力学楼、外语楼率先完成挂牌。 记者 田超 王文 摄

本报7月10日讯 今天上午， 湖
南省“光明扶贫工程”项目签约及培训
会议在省人民医院举行。本次“光明扶
贫工程”项目是全国性健康扶贫项目，
对经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务院扶贫办
核实核准的建档立卡贫困白内障患者
进行免费救治， 对非建档立卡的人口
实施优惠政策进行救治。

湖南省目前约有视力残疾近70万
人，其中白内障患者约18万人，每年新
增白内障致盲达2万人，而这些人大多
居住在贫困边远地区。

湖南省防盲办主任、 省人民医院
院长祝益民透露， 截至2018年6月30
日湖南省已完成建档立卡免费白内障
手术5576例。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蓉荣 李敏 实习生 杨鑫礼

本报7月10日讯 今天，
长沙市第三批历史建筑挂牌
工作正式启动， 湖南大学力
学楼等被挂牌“历史建筑”。
据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到7月20日，全市23处
第三批历史建筑将全部完成
挂牌。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
解，包括第一、第二批在内，
长沙市目前已有79处建筑被
列为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蕴含大量的历
史文化信息，独特、稀缺且不
可再生。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
断发展， 现存历史建筑愈加
显得珍贵， 急需高度重视和
保护。 长沙作为我国第一批
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
来重视历史建筑保护工作。
早在2002年9月，长沙市政府
便将35处建筑(地段)公布为
长沙市第一批近现代保护建
筑(以下称历史建筑)，并进行
了挂牌保护；2009年4月时，
长沙市政府又对第二批21处
近现代保护建筑实施挂牌保

护；2017年11月6日， 长沙市
政府批准同意将长沙锌厂、橘
子洲大桥、烈士公园西大门等
23处建筑公布为第三批历史
建筑。至此，长沙市已有79处
建筑被列为历史建筑。

长沙市第三批历史建筑
侧重于近现代工业遗产和新
划入长沙市城区范围的望城
区建筑，其中，湖南大学有三
处， 分别是湖南大学中楼、湖
南大学力学楼、湖南大学外语
楼。其中湖南大学力学楼始建
于1956年，采用中国传统大屋
顶， 结合西洋拱券柱式造型，
是近代折衷主义建筑风格的
代表；湖南大学外语楼始建于
1959年，折衷主义的建筑外观
保存完好；中楼是湖南大学历
史最悠久的教学建筑之一，始
建于1957年，立面为红色的清
水砖墙， 檐口有简化的斗拱，
具有近代建筑的时代特征和
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李红 庞明钰

本报7月10日讯 走湘府路大桥上
下班的市民注意了，明晚起，湘府路快
速化改造项目（新开铺路—书香路）二
期工程将围挡施工，工期为5个月，届时
湘府路大桥东引桥无法正常通行，进而
对湘府路大桥过江交通造成较大影响。

记者了解到， 此次施工受影响的
主要是湘府路大桥东引桥新开铺路匝
道口至新联路口路段。 为确保施工顺
利进行， 最大可能地减少对交通的影
响，施工期间，湘府路大桥东引桥将采
取半幅封闭、 半幅东往西单向通行的
交通组织形式， 由原双向六股车道调
整为单向两股车道。 调整后的交通组
织仅能保证湘府路大桥东引桥由东往
西方向车流的通行， 由西往东车辆经
湘府路大桥主桥通行至新开铺路匝道
口后， 须下匝道经新开铺路绕行周边
道路或桥下辅道通行。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程欣鑫本报7月10日讯 “请

靠边停车！” 今天上午10
点， 张某开着奔驰车在长
沙市五一大道行驶， 却没
料到被交警突然叫停。更
令他意外的是， 除了执法
交警外， 来的还有芙蓉区
人民法院的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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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张某是芙蓉区法
院一起标的额10余万元执
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本以为
能和法院玩“躲猫猫”，哪想
到法官竟与交警联手，来扣
他的车。无奈之下，他只得
乖乖地把车开到了法院。在
法院内，张某办理了汽车扣
押手续。 手续刚刚办结，张
某就向法官表示，第二天就
会筹集全部执行案款来法
院赎车。

这是芙蓉区法院与长沙
交警支队的首次合作。仅当天
上午，在长沙街头，就有5台车
辆连人带车被控。其中，包括3
辆奔驰车、1台宝马X6、1台三
菱。据介绍，这5台车现都被依
法带回法院办理了扣押手续。
当宝马X6被扣押后， 相关案
件的被执行人立马把14万余
元执行款支付完毕。

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如
果这些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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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法院将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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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名下车辆进行针对性的
“联查联控”。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彭保胜

通讯员 谢丹 钟建林

省高院发布今年依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情况

有钱不还，367名“老赖”被追刑责

法官与交警联手堵截
“老赖”将奔驰车开到法院

案件连线

又添23处，长沙第三批历史建筑挂牌
全市已有79处建筑被列为历史建筑

湘府路大桥东引桥
将单向通行五个月

贫困白内障患者
可获免费救治链接

1 长沙锌厂(双竖罐设备房、
单竖罐设备房及烟囱)

2 潇湘路水泵站房
(水泵房及设备房两栋)

3 长沙肉类联合加工厂
(西站台，铁轨)

4 �长沙机床厂(现万科紫台)
5 �湘江路八道码头

(码头，运煤坑道)
6 �湘江路气码头

(码头，栈桥)
7 �中南大学本部校门
8 �中南大学苏联专家公寓

(甘棠一楼、甘棠二楼)
9 �中南大学教工一舍
10 �中南大学教学办公建筑群

11 �湖南大学中楼
12 湖南大学外语楼
13 �湖南大学力学楼
14 刘宜民故居
15 望江楼布鞋厂厂门
16 中共湖南省工委机关

办公旧址
17 国货陈列馆旧址
18 �橘子洲大桥
19 �八一桥
20 �烈士公园西大门
21 �粮食一仓库

(开福寺路南侧一栋)
22 �玉江村渡水槽
23 湘雅医院行政办公楼

长沙市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