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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中涵 孙志辉 贺舒婷

2月8日，农历腊月二十三，警笛呼啸，
三台警车齐刷刷地停在了一户人家门前。
周围的群众纷纷围拢过来，并惊讶地议论
着。原来，这是新邵县人民法院在开展涉
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维护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新邵县人民法院从 2017 年 12 月起开展涉
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重点执行老弱病
残、人身损害赔偿、农民工工资等涉民生案
件，并以早晚执行、周末执行、突击执行等
工作方法，有效打击了“躲猫猫”行为。截
至目前，共计和解、执结案件30余件，执结
案款40余万元，司法拘留8人。

蹲点突击成功抓捕

“别跑，我们是法院的！”看到宋某成惊
慌地往后山逃跑，执行法官们边追边喊道。

2014年11月23日，李某庆在拆除机器
的钢丝绳时，因李某新按错开关，导致李某
庆的手受伤致残。李某新系宋某成的雇
员。法院判决宋某成赔偿李某庆医疗费等
各项经济损失65619.78元。李某新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2016年，该案执行立案后，宋某成总是

想尽办法躲避执行，与执行法官打起了游
击战。执行法官数次突袭其家均扑空。想
起因工致残、生活困难的李某庆，执行法官
总是忧心忡忡。为严惩宋某成逃避执行的
行为，执行法官想方设法蹲点找人。

2 月 8 日，在得知宋某成的下落后，执
行法官立刻赶往其所在地，并成功将其逮
住。宋某成承诺分期支付赔偿款，并当即
兑现赔偿款5000元。

刚柔并济释法析理

受益于新邵法院此次集中力量开展的
涉民生案件执行行动，黄某强也顺利拿到
了赔偿款。

2014 年，石某庄将房屋承包给没有相
关资质的周某明。因周某明疏于管理，黄
某强在施工过程中，从二楼摔下导致肋骨
骨折，构成八级伤残。法院判决石某庄赔
偿黄某强医疗费等各项款项20885元。

群众利益无小事。为让黄某强拿到医
疗费，戴法官多次苦口婆心地劝导石某庄，
但其总以各种借口推诿。考虑到黄某强家
庭经济困难，且因伤致残，而石某庄一直未

支付赔偿款，戴法官将石某庄带至陈家坊
法庭。石某庄的亲属们闻讯而至，吵吵嚷
嚷，要求法院放人。面对哄闹的场面，执行
法官沉着冷静，不厌其烦地释法析理，安抚
群众激动的情绪。最终，经过多番劝导，石
某庄不仅支付了赔偿款，其亲属也都带着
理解的心情离开。

循循劝导促进和睦

“不管怎样，毕竟是亲人，血浓于水，千
万不要因为钱财伤了亲情啊！”黄法官语重
心长地对年过六旬的岳某云、岳某元、李某
娥说道。

岳某云与岳某元系同胞姐弟，岳某元、
李某娥系夫妻。岳某元、李某娥因生产经
营需要向岳某云借款70000元。但岳某元、
李某娥偿还了部分借款后，一直拒不偿还
剩余借款。岳某云因年事已高、体弱多病，
家庭经济困难，向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中，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系血脉相
连的姐弟关系，为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恢复
和睦的亲情关系，黄法官多次循循劝导。
被执行人从最初的态度恶劣、避而不见，到
放下防备、慢慢接受，最终与岳某云达成和
解协议。

新邵法院节前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

担当和情怀在这里一起生辉

本报讯 自2月3日红旗—城
北单循环交通组织实施以来，机动
车都能按照规定快速、有序通行，
但“两轮车”的驾驶员却无视法规，
时常出现逆向行驶、占用公交专用
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影响
了循环区内正常交通秩序，存在极
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进一步加
强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

“两轮车”通行秩序，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
规定，市交警支队将严禁“两轮车”
在交通循环区内逆向行驶，严禁

“两轮车”通过路口不走斑马线，严
禁“两轮车”占用公交专用道行驶，
严禁“两轮车”不靠右行驶。对违
反上述规定的，公安机关将一律处
以 50 元（含）以下罚款。拒绝缴纳
罚款的，公安机关将依法暂扣违法
车辆。 （伍先安）

严管循环区两轮车违法行为

本报讯 2月8日，邵阳县蔡桥司法所干警曹一平来
到福林村社区矫正人员吕某家里走访，了解他的日常生
活、工作、思想等动态情况。

据了解，春节前，该县司法局开展“春节前大走访”活
动，对全县363名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三个到位”（计划到
位、走访到位、教育到位）全面走访。各司法所工作人员
制定详细的走访计划，对辖区服刑人员进一步掌握思想
动态，做到“五清”“三到”（基本情况清、行动去向清、生活
状况清、社会关系清、现实表现清，送政策到家、送温暖到
户、送教育到人），并签订了“平安春节承诺书”。社区服
刑人员纷纷表示，春节期间一定遵纪守法，过一个平安、
祥和的新年。 （尹国省 简玉春）

“三个到位”走访社区服刑人员

邵东公安“扫黑除恶”声势浩大

本报讯 “黑恶势力一日不除，人民难得幸福安
宁！”2月7日，邵东县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次
声势浩大的集中统一行动，取得了辉煌战果。据悉，
该县本次“扫黑除恶”行动将持续到2020年底。

在当天的行动中，邵东警方在县城百富广场一
麻将馆内，成功抓获潜逃7年的涉黑逃犯贺某兵，打
响了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第一枪。

经查，犯罪嫌疑人贺某兵为“2011.3.17”张某军、
李某华涉黑团伙的骨干成员。该涉黑团伙长期在当
地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及开设赌场等
大量违法犯罪活动。2011年3月，警方成功抓获了
包括组织者张某军、李某华在内的涉案嫌疑人60余
人，但其骨干成员之一贺某兵一直负案在逃，成为

“漏网之鱼”。
为抓捕潜逃已久、长期居无定所的涉黑逃犯贺

某兵，邵东警方发扬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的精神，
紧紧围绕其活动规律搜集各类线索，对贺某兵可能
藏身的场所、地域进行认真摸排，最终在全县“扫黑
除恶”统一清查行动中抓获贺某兵。目前，33岁的
犯罪嫌疑人贺某兵已被邵东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在此次统一行动中，邵东共出动警力220余人，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0人，其中涉黄人员3人，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嫌疑人2人，贩毒、吸毒嫌疑人8
人。 （袁光宇 刘博学）

新邵公安侦破一起网络赌博案

本报讯 1 月 30 日，新邵县公安局以“冬春攻
势”为契机，成功侦破了一起网络赌博案，打响了
2018年打击赌博违法犯罪第一枪！

为确保对赌博违法犯罪行为形成高压打击态势，
新邵县公安局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1月30日，该
局一举打掉了以孙某、翟某、刘某为首的利用网络经
营非法彩票的犯罪团伙，共抓获涉案人员10名，扣押、
冻结、查封涉案财物总计数十万元。经查明，该团伙
租用境外服务器运营网络赌博平台，进行招赌牟利。
目前，孙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2017年12月，新邵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在工作中发
现一团伙在网络上开设赌场，涉案金额巨大。针对网
络赌博推广方式多样、违法犯罪行为隐蔽、参与人员多
且危害很大的特点，该大队于今年1月11日立案侦查。

办案民警经过近一个月的侦查梳理，逐步摸清
了该团伙作案方式，组织结构及工作室地点，并锁定
了团伙的主要成员。1月30日14时许，办案民警兵
分两路，一组人直奔该团伙的工作室，成功将藏匿于
邵东县某酒店旁一居民楼八楼工作室内的6名工作
人员抓获，并现场查扣涉案手机、电脑、账本、银行卡
若干；另一组民警在新邵县酿溪镇大坪将该团伙的3
名组织者孙某、翟某、刘某和1名工作人员刘某抓获。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童中涵 凌云 戴礼顺）

新年“枪”响 重拳除害

本报讯 春节将至，连日来，市人民检察院由院领
导带队，全体干警参与，分组前往市棉麻茶土产公司
25名困难职工家中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在对市棉麻茶土产公司困难职工开展的春节慰问
活动中，市人民检察院不仅为困难职工送去了共计3
万元的慰问金，还为每一户困难职工送去相关法律宣
传资料。此外，在本年度“春风行动”中，市人民检察院
还慰问了扶贫村困难群众15户、本单位困难职工8户、
其他困难群众10户。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张丽）

市检察院连日帮困送温暖

本报讯 2月5日，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新宁县水庙镇举行。市司法局“见
缝插针”，组成“送法下乡”分队，积极参与“三下乡”活动。

当日，阳光下的新宁县水庙镇热闹非凡，到处洋溢着
节日般的喜庆氛围。周边村民得知“三下乡”宣传队伍到
来，如赶集般早早来到活动地点，欣赏精彩的文艺演出，
索要各类宣传资料并咨询相关问题。

市司法局“送法下乡”分队为活动带来价值上万元的
普法书籍，并和新宁县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法律工作者一
起，热情地向往来群众宣传涉及农村生活的法律、法规，
派发各类普法宣传资料5000余份，并详细解答了上百位
村民提出的法律问题，给当地群众送去丰富的法治文化
大餐。 （袁光宇 贺鸿）

市司法局送法下乡解民惑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张文能 艾文英

邵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是一家半军事
化管理单位。为了更好地维护场所的安全
稳定，该所新组建了警务督察大队，队员们
被称为“警察中的警察”。

2月9日晚12时许，记者跟随该所党委
副书记、政委胡南春，与警务督察大队队员
对场所大院安防、民警在岗履职等情况开
展突击检查。

胡南春一行首先来到所指挥中心，仔
细逐个查看一个个监控屏幕。隔离带正
常、巡逻通道正常、西围墙正常……巡视完
毕，胡南春询问值班人员周界报警、视频弹
跳是否正常。在听到肯定回答后，他嘱咐
值班人员：“监控指挥中心是全所的枢纽，

要打起百分之百的精神关注监控中的一举
一动，确保安全隐患能第一时间被发现。”

从监控中心出来，胡南春一行来到内
门卫，只见靠墙摆放的一个方格柜子非常
显眼，每个小方格上都写有一个民警的名
字——这是专门用于民警存放手机等小件
物品的设施。胡南春拿出电话，对着值班
民警的电话号码一一拨打，随之从存放柜
里传来一阵阵震动或清脆的铃声。可当拨
打值班民警张某的电话时，没有从他的手
机存放柜传来任何电话铃声。此时，现场
气氛顿时有点紧张。胡南春立马拨通了张
某所在大队的值班电话，要张某立即到内
门卫来。

张某急匆匆地跑了出来，看到督察队
员，马上明白过来，随即解释：“报告政委，

今天交接班有点急，手机忘车上了，我现在
就陪你们去查看情况。”当手机铃声从民警
私家车的副驾驶座上传来时，大家都长舒
了口气。

接着，胡南春带领督察队员对场内四个
矫治大队依次开展督察。督察队员打开指
纹门，直接来到大队值班室，查看值班人员
的在岗履职情况，并用酒精测试仪测试，看
值班人员是否存在上班饮酒的情况。胡南
春反复叮嘱值班民警：“你们是场所安全的
第一道屏障，守护的是社会的期望和安宁。”

深更半夜，戒毒人员都已酣然入睡，可
督察队员还是不放心。胡南春率领督察队
员轻步走进戒毒人员宿舍，查看房间窗户
防护网是否完整，阳台、走廊门是否落锁，
戒毒人员是不是全部在位。

督察结束，已是凌晨1时多。胡南春对
这次督察比较满意，同时指出了督察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并要求全所民警勇于担当，
人人争做一柄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利剑；
警务督察要更细、更严、更具突击性；每次
警务督察之后要及时总结，提出整改意见。

走近“警察中的警察”

2017 年以来，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通过组建

“红鹰特骑”队，实施单循
环交通组织，推行“一村
一辅警、一乡一中队”模
式，不断深化城区、农村
交通管理，取得突出成
效。图为 2 月 8 日，省交
警总队总队长蒋建湘（右
二）在邵阳调研城区交通
管理工作。

伍先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