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辩论：公安讯问有无不当

本报10月26日讯“以前
一家人年收入5000多元，现
在开民宿，我一人就能赚两三
万元。” 郴州市高椅岭村村民
唐小丫开心地告诉记者。当地
拥有独特的丹霞地貌景观，以
前却无人知晓，村民们只能外
出务工或在家务农。 如今，信
息化让“游客进来、产品出去”
变得更加可行，不少村民吃上
了“旅游饭”。

10月25日，“打造信息强
省 助推网络强国” 湖南媒体
行来到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
镇高椅岭村，看普遍通信服务
如何助力乡村旅游业发展。

高椅岭村以丹霞地貌闻
名，这里耕地虽少，但森林覆
盖率高，山、水、泉、洞、崖、寨
等风景要素齐全，发展旅游业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了招待
游客，高椅岭山脚共开设了28
家农家乐、民宿。记者在一家
名为农夫山庄的农家乐里看
到，里面坐满了慕名而来的驴
友，负责人邵春生的咨询微信

和电话响个不停。几年前这里
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邵春生回忆，2012年，他
想到通过互联网宣传高椅岭
的美景， 但村里没有网络，还
是跑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网
吧上传照片进行宣传的。随着
游客的增加，通信成了一道难
题，“游客总是抱怨， 风景很
美，却无法第一时间通过网络
与朋友分享。”

2016年，普遍服务的东风
吹来，高椅岭村的通讯建设纳
入了规划，郴州电信为村里架
设了光纤网络。“有了网络，做
什么都方便很多了，尤其是发
展民宿乡村游。”邵春生说。

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网
络发展部顾问陈雅璁介绍，湖
南电信紧跟国家“宽带中国”战
略政策，2016年到2018年6月
先后承接和全面完成了三个批
次、8个市州6899个行政村通
宽带建设任务， 圆满完成了宽
带普遍服务工程建设任务。

■记者 杨洁规

本报10月26日讯 今天，《湖南县
域金融竞争力评价报告》 发布会暨湖
南县域经济发展高峰论坛在长沙召
开。 从县域金融竞争力的各项指标来
看，长沙县位居榜首，浏阳市、宁乡市
分别位列第二三位， 大湘西板块的吉
首市跻身第四。

《湖南县域金融竞争力评价报告》
是目前国内首个全面、综合、深入研究
县域金融发展问题的专题报告， 由长
沙银行与湖南大学联合课题组编制。
《报告》将县域金融竞争力指标划分为
三个层级，分别是金融服务竞争力、金
融生态竞争力以及金融发展竞争力。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0月26日讯 今
天下午， 娄底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对陈建湘故意杀
人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
判， 被告人陈建湘犯故意
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
陈建湘因与被害人邹恒、
段新民等人多年前发生过
纠纷，一直怀恨在心，伺机
报复。2017年12月17日晚
上， 陈建湘对与其有过矛
盾的人进行了记录和排
序，列出行凶杀害的名单，
同时书写了遗书， 对杀人
原因、 后事等做了自述和
安排。同年12月22日上午，
陈建湘从新化县公安局巡
特警大队民警曾卫军处骗
借值班公务所用的手枪一
支， 又骗来其朋友邹鹏帮
助驾驶车辆。当日10时许，
陈建湘诱骗邹恒上车后指
挥邹鹏开车至新化县桑梓
镇集星村殷井冲的一偏僻
山边，开枪将邹恒杀害。之
后， 陈建湘持枪胁迫邹鹏

抛尸。当日15时许，陈建湘胁
迫邹鹏开车找到段新民并诱
骗其上车， 然后指挥邹鹏往
新化县曹家镇方向开车。18
时许， 邹鹏开车至新化县上
梅镇环城路与S225线交叉路
口附近路段时， 驾车故意撞
击停靠在路边的一辆货车，
然后迅速打开车门逃跑。陈
建湘见状掏出手枪朝坐在汽
车后座的段新民连开数枪，
将段新民杀害， 随即逃离现
场 。2017年 12月 24日 17时
许， 公安民警在新化县科头
乡三板桥村将陈建湘抓获。

娄底中院审理认为，被
告人陈建湘为泄愤报复，持
枪射杀二人， 其行为已构成
故意杀人罪。 鉴定人员出庭
作证， 明确陈建湘虽患有抑
郁症， 但陈建湘在实施危害
行为时意识清晰， 能够理解
自身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具
有较好的自我保护能力，存
在控制力和辨认力， 认定陈
建湘在本次实施危害行为时
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法院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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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6日讯 案
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却发
现肇事者名下没有任何财
产，人也下落不明，怎样让
更多人来提供线索？ 近日，
株洲中院发出了22起案件
执行悬赏公告，提供财产相
关信息将有奖励，并且悬赏
金由保险公司承保。

2015年3月的一个晚
上，株洲茶陵县8岁的小陈
由父亲骑摩托车带着外
出， 被后方一台大货车追
尾，造成父子二人受伤，小
陈此后在多家医院治疗，
被鉴定为二级伤残。 法院
判决货车驾驶员涂某需赔
偿50多万元。

该案进入执行阶段后，
执行法官发现涂某没有任
何财产可供执行，人也一直
找不到。近日，株洲中院发
出悬赏执行公告， 悬赏1万

元查找涂某财产线索。
株洲中院党组成员、执

行局局长颜会明介绍， 在一
些执行案件中， 经常有被执
行人下落不明， 名下也查不
到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况，为
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 株洲
中院制定了执行悬赏金保险
制度方案。

“由申请执行人与有资质
保险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保险
费用、 悬赏公告的发布范围、
载体等条款。申请人依据公司
出具的保单直接向法院提起
执行悬赏，举报人提供的财产
线索经查证属实，所涉财产变
现后，保险公司应支付理赔款
项。”颜会明说，申请人作为投
保人通过缴纳少量保险费（一
般为申请人确定悬赏金额的
10%）， 将风险转移由保险人
承担，一旦发生保险约定的事
项， 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
该院还设立了执行悬赏保险
基金，特困当事人的保险费用
将由该基金支出。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郎玲
通讯员 陈宫 周子熙

为应对海外风云变幻， 发挥政策
性保险优势， 中国信保为湘企“走出
去”保驾护航。10月26日上午，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简称“湖
南信保”）重点客户授牌仪式暨出口市
场风险管理论坛在长沙举行。 湖南信
保为来自湘黔两省的中国电建中南
院、中国能建湖南院、衡阳钢管集团、
贵州开磷等企业进行了授牌。

湖南信保总经理叶小剑表示，作
为国家政策性金融工具， 湖南信保将
在支持湖南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支持
湖南迈向高质量“六稳”中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

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9月，湖南
信保一方面积极增加短期出口信用保
险规模， 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对
包括衡阳钢管、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
在内的省内出口企业提供了总额33.2
亿美元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同比
增长41%，累计服务支持的出口企业达
到600家，同比增长32%；另一方面增加
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以助推实体经
济， 支持78家出口企业从16家银行获
得总额达4.87亿美元的银行融资。

■通讯员 刘罡 邓家琪 经济信息

为泄愤报复持枪射杀二人 虽患抑郁症，实施犯罪时意识清晰

死刑！ 陈建湘故意杀人案一审宣判

陈建湘的辩护人提出公安机关对陈建湘监视居住的
地点与决定执行的地址不符， 在此期间对陈建湘讯问的
程序不合法。经查，陈建湘在潜逃期间因开枪自杀导致头
部受伤，被抓获时生命垂危需进行医疗抢救，公安机关对
陈建湘采取住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同时将陈建湘送医
院救治，并不违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陈建湘伤情稳定
的情况下在医院病房对其进行讯问并无不当， 对陈建湘
讯问的程序合法。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严文郁 梁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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