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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1日讯 今天下
午，民进湖南省委2017年参政
议政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
上公布了《民进湖南省委会关
于2017年参政议政课题立项
的决定》， 确定了12项课题调
研任务。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民进湖南省委主委谢勇出
席会议并讲话。

民进湖南省委今年提出的
12项课题调研任务将围绕湖南
现代农业社会服务中心建设、中
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河流（湖
泊）“河长制”管理机制模式与考
核评价指标体系、义务教育阶段
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发展、如何
破解我省“看病难、看病贵”等重
要主题开展调查研究，内容涉及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
设等各个方面。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肖媛

“凡是有窃电、恶意欠费等不
良信用信息的‘老赖’，将在信用
评级、贷款、旅游、出国、就职等活
动中受到影响。”

5月11日上午，国网湖南省电
力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签订《湖南省用电客户电费缴纳
信用信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合作协议》，首次将电力客户缴费
信息纳入到金融体系征信平台，
今后企业拖欠电费、 窃电等行为
将与银行信用记录挂钩。

这些行为会被判定失信

此次电力用户纳入征信平
台，将以激励为主、惩戒为辅为原
则。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
理晏治喜表示， 今后符合下列情
况之一者将会被登记进入企业信
用报告：

最近12个月存在两次及以上
欠费或一次欠费90天及以上仍未
偿还的用电客户。

由行政执法或电力管理部门
确认的窃电行为， 主要包括当月
电费超过当月最后一天仍未交纳
视为一次欠费，次月1日作为欠费
的起算日期。

窃电行为主要包括在供电企
业的供电设施上， 擅自接线用电；
绕越供电企业用电计量装置用电；
伪造或者开启供电企业加封的用
电计量装置封印用电；故意损坏供
电企业用电计量装置；故意使供电
企业用电计量装置不准或者失效。

出国、贷款、旅游等都受影响

电费缴费信息纳入征信之
后， 会对用电客户产生什么影响
吗？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副行长徐涌介绍， 将用电交费信
息纳入省域征信服务平台后，如
果客户存在失信行为， 就会对其
商业失信行为进行登记， 形成的
信用数据便会作为商业银行信贷
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凡是有窃电、 恶意欠费等不
良信用信息的“老赖”，将在信用
评级、贷款、旅游、出国、就职等活
动中受到影响。

据悉， 在正式实施信息共享
之前，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将通
过信件、短信、电话通知、送达《电
费电量通知单》《催交电费款通知
单》等，告知客户其拖欠电费情况
将纳入金融征信管理系统。 而已
被记入金融征信管理系统数据库
的企业， 在交清电费后下一个工
作日内， 其拖欠电费信息将从数
据库中删除。 对于被上网展示的
逾期交付电费信息有异议的企
业， 可向当地供电公司提出异议
申请，后者将进行核实、修改。

徐涌表示， 把企业用电失信
行为纳入社会诚信体系， 不仅可
培养用电企业自觉缴费习惯，惩
戒欠费“老赖”，同时，也有助于商
业银行全面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和
信用还款能力，降低审贷成本。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花江柳 通讯员 李萍

本报5月11日讯 今天，
浏阳市人民法院召开“执行攻
坚年” 专项行动兑现大会，向
10名申请执行人现场发放
461万元执行款，并对10名拒
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
被执行人给予司法拘留。

浏阳法院年初开展执行
攻坚年活动以来， 截至目前，
实际执结案件747件， 结案标
的达1.65亿元。

浏阳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李波表示，此次兑现大会，是
“执行攻坚年”活动中涉金融
案件执行专项行动的一次成

果展示， 凸显了该院维护司
法权威、保障群众权益、强力
攻坚“执行难”问题的信心和
决心。接下来，该院将继续加
大执行力度，并建立与公安、
工商、 银行等部门的数据对
接，搭建大数据模式，及时掌
握被执行人的财产动态情
况， 有针对性地采取执行措
施， 对有履行能力而规避执
行、 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坚
决执行到位，为诚信浏阳、法
治浏阳建设营造良好法治氛
围。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杨柳

本报5月11日讯 交通
肇事欠了受害者十多万元不
给，被拘留后把名下的店铺转
给他人， 揣着转让款躲到外
地，永州人张某因此被立案侦
查，因拒不执行判决罪，被判
处拘役四个月。 今天上午，省
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打击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新闻发布
会。2016年，全省有145名“老
赖”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被
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拘留
4592人。

买泵车欠款
藏车还把GPS卸了

山东人吴某2008年以分
期付款的方式在中联重科买
了一台泵车， 总价310万元。
他在付了85万元以后不再还
款，因此被中联重科起诉到法
院。2010年，长沙中院二审判
决吴某支付设备款、违约金等
共计270万元给中联重科。

判决后， 吴某还是不支
付，中联重科向岳麓区法院申
请了强制执行。岳麓区法院两
次给吴某送达执行通知书，要
求他履行判决内容。而吴某为
了躲避执行，私自拆除了泵车
上的GPS，还把泵车藏到了武
汉。 法院执行人员奔赴济南、
青岛等地没有查到吴某可执
行的财产， 再次执行未果。岳
麓区法院以吴某拒不执行判
决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吴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
很快交代了泵车下落。岳麓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2017年2月
14日， 岳麓区法院宣判该案，
法院认为，吴某有能力执行生
效判决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
重， 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
鉴于其到案后配合公安机关
将藏匿的泵车予以扣押发还
中联重科，且能如实供述主要
犯罪事实，自愿认罪，可酌情
从轻处罚。法院以拒不执行判
决罪， 判处吴某有期徒刑一
年，宣告缓刑一年。

今天上午， 省高院通报了
包括该案在内的拒不执行法院
判决、裁定等十大典型案例。

拒不执行案件可自诉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自
2014年全省法院开展“集中
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
罪行为专项行动”以来，全省
法院打击拒执犯罪成效显著。
2016年全省有145名被执行
人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被追
究刑事责任， 司法拘留4592
人。

根据最高法相关规定，被
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
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
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
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人民法院可以按自诉案件立
案受理。 从而把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案件的追诉程序由
单一的公诉程序改为公诉与
自诉可以并行的程序。2016
年5月湘潭县法院审理了我省
第一起拒执罪自诉案件，并判
处刑罚。

今年1月18日，我省印发
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
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
建设的实施意见》， 该实施意
见明确了我省40家省直单位
将在各自的监管范围内对失
信被执行人的出行、 投资、置
业、融资、消费、任职、入党、入
伍、公务员录用、获得荣誉等
各方面予以联合信用惩戒，共
计33项具体惩戒措施。

下一步，全省法院将进一
步加大对拒执犯罪行为的打
击力度，与检察、公安机关建
立打击拒执犯罪的长效机制，
大力遏制逃避执行、 抗拒执
行、 阻碍执行等违法现象，改
善执行环境，确保实现“用两
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
问题”的工作目标。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曾妍 欧嘉剑

去年145名“老赖”获罪，4592人被拘
省高院通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十大典型案例 33项措施惩戒失信被执行人

浏阳法院执行攻坚
10人领到执行款461万元

欠费、窃电等行为
将受到“失信惩戒”
企业用电信用信息将录入征信系统

连线 民进湖南省委
确定12项调研课题

本报5月11日讯 5月11
日，共青团湖南省第十四届委
员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在
长沙召开。

会上， 团省委书记汤立斌
解读了《共青团湖南省委改革
实施方案》。团省委副书记李志
超就提交会议研究讨论的文
件作了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
《共青团湖南省第十四届委员
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关于
召开共青团湖南省第十五次
代表大会的决议》，审议了十四
届团省委向省第十五次团代会
的报告。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王紫伦

团省委十四届七次
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5月11日，道县公安局监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在监控乡村“电子眼”拍摄的画面。今年，该
县投资7500万元，在368个村(社区)安装4600个视频探头、2000个局域网，建设农村“天眼”工
程，并实现县乡村三级联网，对全县农村社会治安实行全时段、全方位防控，编织起了治安防控
体系的“天网”。 何红福 蒋良辉 摄影报道

“天眼”
覆盖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