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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丽萍）
日前，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柳叶湖分局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召开警示教育大会，观影
《警钟 2021》。

为进一步推进廉洁文化
教育，丰富教育载体。 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柳叶湖分局紧
抓警示教育的震慑效果，结合
日常教育，形成常态化的正向
引导和反向警示的教育融合。

该单位还以观后谈感想，

批评与自我批评，书面写感想
的形式，再一次深化对案件的
释纪释法 ，详细阐述 “一个影
片 ”背后的深刻内容 ，形成深
入剖析和深刻反思。

该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观影或者参观教育基地
后再次延伸“教育战线”，以相
互聊感受说体会的方式添柴
加火，让警示教育活动的炉火
烧得更旺，让更多党员干部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本报讯（湖南法治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刘建军 通讯员 王
晶）“感谢你们， 这么多年了，如
今案件了结，我们的心结也打开
了。 ”近日，在郴州市苏仙区人民
法院法官的见证下，5 名被执行
人把 8 万元现金交到申请执行
人雷某手里，至此，这起历时 15
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终
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07 年 4 月 ， 苏仙区法院
对原告湖南省桂阳县某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郴州市苏仙
区白露塘镇某村委会、被告郴州
市苏仙区某企业发展中心、被告
盘某才 、盘细毛、谢某 、张某、谷
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作
出判决。

判决生效后，因被告未履行
判决确定的义务，同年 12 月，原
告桂阳县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雷某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经过 10 多年的执行，该案
陆陆续续执行了债务本金及迟
延履行金 113 万余元，仍有部分
款项未履行完毕。

10 余年执行难案 ， 如何找
到突破点，这是摆在执行法官面
前最大的难题。 为此，法院党组
高度重视，指派经验丰富的法官

协助执行， 重新梳理案件情况，
多次约谈双方当事人，厘清纠纷
症结，积极寻找双方矛盾化解的
最大公约数。

为此， 法官调阅案件卷宗，
了解执行情况 ， 制定了调解方
案。 一面劝说申请执行人，考虑
到被执行人均年纪较大，且经济
条件都不是很好，该案已经执行
了 100 多万元 ， 远超过债务本
金 ， 希望其放弃部分迟延履行
金 ，尽快了结案件；另一面劝说

被执行人 ， 被 追 讨 执 行 款 多
年 ，账号被冻 、出行不便 ，信誉
受损 ，生活不安 ，凑 些 钱了 结
该 案 ， 也 好 安 心 享 受 老 年 生
活 。

经过多次调解 ，6 月 16 日
上午 ，在法官的组织下 ，双方当
事人对执行金额和履行时间等
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签署了执行
和解协议，被执行人立即到银行
取了 8 万元现金，当场兑现给了
申请执行人。

用法用心审结 15年执行案 夜晚不打烊 打好执行攻坚战

本报讯（通讯员 罗丽芳）
近日，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
充分利用重点整治执行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年活动和“农商
行”专项执行行动契机，加速
清理未执结案件，督促全体执
行局干警紧盯目标 ， 狠抓落
实。

6 月 16 日晚上 8 点 ，根
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线索，执
行法官来到渌口镇一被执行
人所在地。 几番打听得知，被
执行人近期不在这里居住，于
是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亲
戚家中释法明理，亲属表示将

会积极配合法院工作。 最后，
执行法官将执行裁定书、报告
财产令张贴在被执行人包某
住所地门口。

6 月 16 日晚上 10 点半 ，
执行干警将被执行人李某送
至看守所，对被执行人李某实
施拘留。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执行案件， 执行过程中，未
查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
行财产 ，之后法院向被执行
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等法律文书 ， 被执行人
既未向法院报告财产 ，也未
履行完毕法律规定的义务 。

上好警示教育课 以案示警身边人

●湖南宏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31
833802，声明作废
●徐秋遗失湖南省非税（湘潭市雨湖
区人民法院）收入电子缴款收据，编号
3788112220，金额6193元，声明作废
●湖南三湘健康管理服务中心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周澳繁遗失南华大学就业协议
书，编号1211055505795，声明作废

●2022级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胡均
臻学生， 湖南工学院毕业生就业协议
书不慎遗失，证号:1221152801614，声
明作废。
●本人杨玲遗失株洲市荷塘区人民
法院诉讼费发票， 票号4534360456
金额1150元，声明作废
●肖星妤（父：肖建文，母：童妮）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证号：P430805197，声
明作废

●胡美平德思勤 b2栋 715 -716的
15098元装修押金条遗失
●杨庆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票据编号4533518645，金额
12890.00元，声明作废
●刘传云遗失湖南天嘉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开具的车位使用权款收据 1份， 收据
号：8893037，金额:64000元，声明作废。
●湖南医药学院陈鑫遗失报到证
202012214200230声明作废
●蒋亚遗失德思勤物业公司装修押
金收据， 装修押金收据号：1115215
金额：2125元。 声明作废。

●安格洛联营公司遗失湖南省非税
收入电子缴款收据一份， 开具日期
2020年3月17日， 财产案件受理费
3300元，发票号码：湘财通字（2019）
NO3446836624，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远新手机服务部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2600
353928声明作废
●龙日红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30104600179591（1-1）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叶学食品商行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一 本 ， 注 册 号
430102600307029声明作废

●长沙市大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08年3月6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5000015821
声明作废
●长沙佰特莱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本， 税号43010256769340X
声明作废
●林峥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报
税联， 发票代码143001020660发票
号码02058967声明作废
●袁丰庭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3010560022362声明作废

●张艳遗失湖南省财政厅颁发的会
计证，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梓林建材经营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2600
0959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小辉遗失《人民警察证》， 证号：
0943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新煌家具有限公司遗失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5100144758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连云汽车装饰用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没有提出要
求。 特此公告。
长沙星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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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团 “入湘行动”
也是重点之一。 中国科协学会
服务中心组建的 26 个科技服
务团来到湖南 ，为长沙 、衡阳
两个“科创中国”试点城市，以
及提出技术需求的其他 9 个
市州的企业园区提供科创服
务 ，推动解决关键问题 、瓶颈
问题和卡脖子技术问题 。 目
前， 部分需求已得到解决，成
功达成合作意向。

此外， 在本次年会上，湖
南省人民政府将与中国科协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加强
智库建设 、资源汇聚 、科学普
及、开放合作等达成协议。

在“开放合作构筑创新人
才高地 ”这一板块中 ，中国科
协主席与大学生见面会是保
留项目， 定于 6 月 25 日下午
在中南大学举办。 面对面交流
将会擦出哪些火花，湘伴君也
很期待。

另外还有海外人才创新
创业项目大赛暨海外创业者

中国行、 世界科技期刊论坛、
科技人才创新创业高峰论坛
等活动 ， 怎样成为创新型人
才，相信参加完你会有更深刻
的感悟。

围绕“科技自强构建新发
展格局”，举办 2022 中国科技
智库论坛、国家级战略性创新
平台建设研讨会、先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论坛、轨道交通技
术创新高峰论坛、世界种业创
新论坛等 9 项活动。 其中，关
注的不少是湖南有基础、有优
势的产业领域。

聚焦“双碳目标引领绿色
发展 ”“凝心聚力践行为民服
务 ”两大板块 ，也将举办一系
列精彩纷呈的活动。 怎么样，
准备来现场看看不？

为何选择在湖南举办？
第二十四届中国科协年

会选择在湖南举办，背后有其
深意。

湖南省科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张辉学认为，湖南成为本

届年会的“东道主”，基于三点
原因。

其一 ， 是深入贯彻落实
《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 》（简称 《意
见》）的具体实践。

2021 年党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意见》，对推动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

近年来，湖南发展始终保
持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稳中
向好的良好态势。 依托“一带
一部 ”（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
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
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
区位优势，加快发展。 国家支
持把长株潭都市圈打造为全
国重要增长极，为湖南发展提
供重大利好。 在新时代推动中
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湖南有
基础条件和独特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年
会选择落户湖南，传递出以科
技创新支持中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强烈信号。

其二 ，是全面落实 “三高
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的

重大举措。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

记亲临湖南考察 ， 赋予湖南
“三高四新” 战略定位和使命
任务。 其中，每一个高地的打
造 ，每一项使命的践行 ，都与
科技创新息息相关。

前面咱们提到了，本届年
会致力于汇聚国家科技资源，
通过全国 “最强大脑 ”的把脉
问诊 、出谋划策 ，推动解决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
性 、战略性难题 ，服务我省高
质量发展。 如此看来，这层意
味就十分明显了。

其三， 是湖南科教强省、
人才强省战略取得显著成效
的有力证明。

从 “两弹元勋 ”陈能宽 、周
光召，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再到何继善、卢光琇、黄伯
云和田红旗等一大批科学家
在各自领域作出卓越贡献，在
湘科学家传承和发扬了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 如今，湖南
的“院士天团”熠熠生辉，农业
领域院士人数名列全国前茅。

从杂交水稻、辣椒等作物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 到化
工、新材料和冶金等工业领域
持续技术创新，湖南科研事业
发展日新月异 ， 成果令人瞩
目。

从启动芙蓉人才行动计
划，到充分发挥重大创新平台
的人才聚集效应，再到完善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天下英
才聚三湘、万类霜天竞自由的
人才发展环境在这片红色热
土逐渐形成。

一方面，湖南推动科技创
新、促进人才聚集的成效为年
会召开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另
一方面，中国科协年会又能为
湖南解决科技 “卡脖子 ”问题
提供强大智力支撑，为培育湖
湘高端科技人才搭建舞台、开
辟渠道。

这么看来，本届中国科协
年会落户湖南，是一场令人欣
喜的“双向奔赴”。 想要知道后
续， 还请继续关注湘伴君，咱
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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