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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3日晚8时至次日凌晨2时
许，市交警支队组织城区大祥、北塔、双清大队
警力180人，在城区联合集中整治摩托车飙车
及摩托车闯中心城区限摩限电区域违法行为，
查扣摩托车101台，其中闯限摩限电区域车辆
75台，飙车26台，依法行政拘留21人。

为净化城市道路交通环境，维护市城区限
摩限电工作成果，确保市民夜间休息，市交警
支队专门成立了由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交警支
队支队长杨修文为组长、联合打击摩托车飙车
及闯限摩限电区域集中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
组，分别从支队交管、法制、宣传、指挥中心及
大祥、双清、北塔交警大队抽调警力180名，组

成20个抓捕组，于7月13日晚8时至次日凌晨
2时许，联合开展打击市城区摩托车飙车及闯
限摩限电区域等交通违法行为。

行动中，全体执法民警按照行动要求，统
一携带单警装备、对讲机、执法记录仪、摄像机
及强制措施凭证等装备，在提前掌控到的各摩
托车聚集点，以及在摩托车驾驶员沿途停车状
态下择机实施静态抓捕。同时，20个抓捕组
民警还在城区限摩限电区域内逐条街道开展
清查，对发现的摩托车一律依法扣留。行动从
7月13日晚上8时开始至次日凌晨2时，支队
组建的20个抓捕组共查扣摩托车101台，其中
闯限行区域车辆75台，飙车26台。（伍先安）

交警集中整治摩托飙车闯“限”行为

本报讯 市中级人民
法院扶贫工作组长期坚持
以产业扶贫为主，以“输
血”帮扶为辅，助力双清区
高崇山镇戴金村群众脱贫
致富。7 月 11 日，中院领
导到戴金村调研指导扶贫
工作时，对该院扶贫工作
予以充分肯定。

市中院高度重视扶
贫工作，每年召开党组会
专题研究部署扶贫工作，
派出精干扶贫工作小组
常驻扶贫点，党组书记、
院长尹南飞高度关注扶

贫工作开展情况，经常到
扶贫点进行走访调研，帮
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
困难，尤其在扶贫资金的
筹集上倾力而为。在中
院的积极推动下，戴金村
基础实施得到了很大改
善，耗资几十万元的饮水
工程、道路工程、村委会
修缮工程都已经完成。
尤其是帮助该村建立起
了光伏发电、种植养殖等
产业扶贫工程，为群众脱
贫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盖雄 李丹枝）

中院产业扶贫

助力戴金村脱贫摘帽

6月24日至7月2日，绥宁县发生历史罕
见强降雨，多数乡镇受灾严重。该县公安全
警出动，积极投身抗洪救灾工作，其中，215
个“一村一辅警”工作站辅警尽职尽责，在抗
洪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赢得了当地党委
政府和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称赞。

全体出动 冲锋在前

进入汛期后，绥宁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李旭宾立即组织召开党委会议，专题研究防
汛抗灾工作，成立了防汛抢险指挥部，研究制
定了抗洪抢险工作预案。

从6月24日开始，各派出所分别组织辖
区“一村一辅警”工作站辅警战斗在抗洪救灾
第一线。7月1日至7月2日，在该县暴雨集
中、汛情最为严峻时期，全县所有工作站辅警
不惧危险、不畏艰辛，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
他们的身影，日夜坚守，连续奋战48小时，在
抗洪救灾工作中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

忘我工作 不辞辛劳

抗洪救灾期间，各“一村一辅警”工作站
辅警始终牢记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
首位，转移群众、排查险情、及时预警，他们
穿梭于各村的每一户、每一个角落；他们趟
过洪流、翻越高山、救助群众；他们通宵值
守、逐户预警、巡防安保，用实际行动确保了
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据不完全统计，绥宁

全县辅警共协助转移群众1万余人，解救被
困群众 130 余人，帮助受灾群众转移财物
2000余件。

6月25日，武阳镇六王村一村民家中的
数百只鸭子顺着汹涌的洪水被冲到了下游。
得知这一情况，驻村辅警王跃华主动帮失主
找寻到下游，经过3小时的努力，失主的鸭子
全部失而复得。

7月1日，武阳派出所武阳村驻村辅警谭
上华在辖区巡逻时，发现河道里一村民正在收
渔网，谭上华立即下到河岸边将其劝回家中。

6月28日，金子岭水库泄洪阀门损坏，导
致不能正常排水，严重危及下游老百姓的生
命财产安全。东山派出所立即调集驻村辅警
龙章平、龙辉、龙景城、杨路、龙昭华等人冒雨
连夜对下游群众进行疏散，并通宵对金子岭
水库进行严防死守，直到第二天排除险情。

6月29日11时许，鹅公岭侗族苗族乡金
坑村中心小学发生塌方，一村民被埋泥石中，
情况十分危急。驻村辅警龙章润、龙华、陈明
清、龙开忠等人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
行救援，与当地群众一起徒手将被埋村民杨
通春从泥石中救出。

6月30日晚，寨市苗族侗族乡汛情严重，
寨市派出所抽调驻村辅警11名，到派出所集
结备勤。7月1日清晨，寨市莳竹河里的水位
上涨至警戒位置，参与备勤的辅警和民警立
即赶赴自己的责任区域，发动居民进行财产

自救，积极组织沿河居民安全转移，驻村辅警
雷进荣、杨华义、杨光松利用人缘优势动员街
上的壮年劳动力一同投入抗洪抢险工作。辅
警刘小平在帮助一名群众转移摩托车时，不
慎将脚弄伤，仍坚持带伤继续工作。

6月30日，红岩派出所驻蓼水村辅警雷
扎平一直守护在洪水前线，时刻关注水势情
况，协同村干部安全转移三名年老群众。阳
楼村辅警黄伟生在发现村民家房屋后面的山
体存在滑坡危险时，积极提醒村民并协助搬
运转移家里物品，有效防止财物损失。

7月1日，河口苗族乡境内普降暴雨，驻
竹舟江村辅警陈治雍驾船转移被洪水围困的
群众，帮助群众抢救财物。

积极作为 充分履职

抗洪救灾期间，各“一村一辅警”工作站
辅警在各自辖区开展治安巡查，及时调解纠
纷矛盾，疏导交通，帮助群众开展灾后重建，
配合卫生部门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6月
24 日至 7 月 2 日，全县辅警共调解纠纷矛盾
1200余起，疏导车辆3000余辆。

7月1日，强降雨造成东山、鹅公岭几条
主要道路塌方，东山派出所组织驻村辅警与
乡政府干部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一起对道路进
行疏通，确保了
抗洪抢险生命通
道的畅通。

绥宁辅警：抗击洪魔的新军
袁光宇 张朱北

本报讯 7月11日上午，在邵阳县塘渡口
镇司法所调解人员的努力下，一起死亡赔偿纠
纷得到快速解决，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书面协议。

7月10日上午，黄塘乡小水村村民何某在
邵阳县石齐学校给房屋建设工程拖运河沙时突
发疾病，待120赶到现场时何某已经死亡。学校
组织工程承包商与何某亲属进行沟通无果。

7月10日下午，何某的亲属向塘渡口镇人民
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接到申请后，镇司法
所工作人员在确认何某死因系发病而亡后，组织
何某亲属、承包商、校方代表进行调解。但何某
的亲属表示要何某外地的儿子赶回来后才能做

主，并对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提出异议。
为了减少不良影响，消除不稳定因素，塘

渡口镇司法所于当天晚上组织双方当事人召
开协调会。一方面大力安抚何某家属的情绪，
耐心劝说何某家属依法维权，另一方面请来承
包商负责人对事件的经过以及何某与承包商
的工作关系进行说明。

7月11日上午，调解再次开始，在平复双
方当事人的情绪后，调解员根据人身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和《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条耐心
向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律解释，最终促使双方当
事人达成一致。 （袁湘龙）

塘渡口镇司法所快速调处死亡赔偿纠纷

▲市交警支队车管所通过“延时
服务、上门服务、文明服务”等，不断
提升服务水平，方便群众办事，塑造
窗口部门形象，被中华全国妇女总工
会评为“全国文明岗”。图为 7 月 14
日市妇联领导为车管所教导员何惠
平颁发匾牌。 伍先安 摄

金盾之光金盾之光

本报讯 “ 一 、二 、三 、
四”，新邵法院的篮球场上声
音嘹亮，队伍齐整。为打造一
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的司法警察队伍，为审判执行
工作顺利进行，提供坚强有力
的警务保障，7月初开始，新邵
县人民法院组织为期 15 天的
警务技能训练。

此次集训的对象是该院
13名正式司法警察，除3名因
病、因已过考核年龄外，其余
10 名均安排交接好手头工作
前来参训。

近年来，新邵县法院党组一
直将司法警察队伍建设摆在工
作的重中之重，狠抓法警的政治
理论素质的提高，坚持严要求、
严管理、严教育、严训练、严制
度、严纪律，使司法警察队伍的
正规化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受
到了上级法院的充分肯定，圆满
完成了重大系列案件审理值庭、
协助执行等任务，确保了各项警
务工作万无一失。 （杨建波）

新
邵
法
院
着
力
提
升
司
法
警
察
素
质

本报讯 近日，新邵
县完成辖区内人民调解员
统一登记、统一编号工作，
为下一步人民调解员统一
颁证，统一配发徽章、胸牌
工作提供了前提保障。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人民调解员队伍管理，
大力推进人民调解员队
伍规范化、专业化、职业
化建设。新邵县按照上
级部门的要求对全县范
围内的人民调解员进行
统一登记、统一编号。县
司法局制定了《人民调解
员信息登记表》，由各镇
乡和行业性、专业性调委

会对人民调解员基本信
息进行统一登记，再对专
职和兼职人民调解员统
一进行编号管理，一员一
号，对岗不对人，登记入
册。人民调解员编码采
用 4 层 15 位代码表示：地
区 行 政 编 码 430522+ 专
职/兼职标识编码（专职
为Z，兼职为J）+4位首次
担任人民调解员年份编
码+4 位人员顺序编码。
人民调解员期满后、因故
被罢免、解聘或辞职离任
的，其人民调解员编号继
续由接任者使用。

（肖爱贵）

新邵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管理

本报讯 7 月 12 日，
大祥区检察院就朱某过失
致人死亡一案举行“观摩
庭”活动。该院公诉科、侦
监科等业务部门干警、被
告人及被害人家属等 30
余人在大祥区人民法院进
行了旁听，“零距离”参与
庭审活动，“面对面”进行
法治教育。

朱某是一名保姆，在
雇主家中照看一岁多的小
女孩，3月31日晚，在浴缸
内给小女孩洗完澡，起身
去卧室找浴巾，将小女孩
独自留在浴缸里致女孩溺
水身亡。该案的发生，在
当地引起强烈的反响。

庭审过程中，公诉人
围绕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当庭出示了大量证据，对
其犯罪构成进行了严密的
逻辑论证。面对辩护人的
意见，公诉人沉着冷静，从
容不迫，有力、有理、有节
地进行质证和辩论，展现
了公诉人扎实的业务能力
和良好的应变能力。针对
被告人的表现及其家庭的
现实情况，公诉人提出了
中肯的量刑建议，诠释了
法理与情理的平衡与融
合。同时，公诉人以案释
法，对被告人及在场观摩
人员进行了法制宣传教
育，强调该案的发生，对两
个家庭毁灭性的打击，劝
诫人们工作责任重于能
力，“观摩庭”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孙晓兰）

大祥区检察院

举办公诉“观摩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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