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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潘帅成

本月中旬落幕的湖南省第十三
届运动会（成年组）是我市承办的首
届省运会。在长达20多天的比赛中，
我市公安机关实现了安保“零事故”
的预定目标。这一突出成绩的取得，
凝聚着一群幕后英雄——市公安局
搜排爆小分队的辛勤汗水。

肩有重担

9月11日下午，本届省运会在邵
阳的最后一场比赛——羽毛球甲组
混双决赛落下帷幕，以何海军为首的
市公安局搜排爆小分队全体参战民
警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神经连续紧绷了 20 多天！”31
岁的小分队特警队员刘涛使劲揉着
自己的额头感慨。

搜排爆是国际公认的安保工作
第一道防线，也是国际公认的安保核
心工作。今年 8 月初，市公安局巡特
警支队二大队 20 名队员，临机受命
组建成省运会搜排爆小分队，由曾经
参与过援疆、担纲过 2017 广州财富
论坛搜排爆工作的二大队副大队长
何海军临时担任小分队负责人。

“你们的责任和使命，事关成千上
万观众、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事关邵阳市乃至湖南省的形象。省运会

安保工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
们能否上好搜排爆这把省运会安保工
作的第一把锁。”市公安局领导的嘱咐，
久久在小分队队员们的耳畔回荡。

第十三届省运会（成年组）共在
邵阳举行 14 个项目的 70 多场比赛，
搜排爆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完
成搜排爆工作的最佳时间，是在开赛
前一小时。”何海军介绍，为了把握这
一最佳时间，每个项目开赛前，搜排
爆小分队总是提前数小时进场开展
工作，足球比赛由于场馆大，小分队
提前5小时入场进行搜排爆；人气最
旺的篮球比赛和龙舟比赛，小分队更
是多次反复入场开展搜排爆。

“每次完成搜排爆任务，我们都累
得瘫倒在地。但看到观众们满面笑容地
走进安全的比赛场馆，我们又觉得十分
欣慰。”30岁的小分队特警队员段鹏说。

心有责任

市委、市政府以及市公安局党委
历来非常重视搜排爆工作，近年来，
共给市本级搜排爆器材仓库购置了
上千万元的设备。

“一个炸弹探测仪47万元，一件排
爆服100多万元，一台搜排爆运输车60
多万元……”何海军介绍，“我们邵阳的
这些搜排爆设备，在全国都算先进的。”

在本次省运会搜排爆工作中，虽
然 也 曾 发 现 易 燃 易 爆 液 体 30 瓶

（桶），排除安全隐患 5 处，但总体有
惊无险、风平浪静。但看似平静的背
后，搜排爆队员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
之大众所周知，有时还要承受一定的
委屈：个别人认为搜排爆工作纯属多
此一举、小题大做、浪费资源；有时搜
排出来危险物品，居然遭到属地管理
部门拒签拒管。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搜排爆工
作绝对不能出事，因为一旦出事就可
能是大事，任何人都承担不起这种事
故的责任。”何海军表示。

家有温馨

8 月 28 日晚，第十三届省运会
（成年组）开赛式在桃花体育新城隆
重举行。当天，刚好是何海军的40岁
生日。就在何海军团队完成搜排爆任
务的那一瞬间，一名手捧鲜花的女子
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嫂子！”年轻的搜排爆队员们齐
声惊呼。

没说一句话，何海军和妻子紧紧
拥抱在一起。热泪，在两人的脸庞同
时流淌。

“那是我这辈子收到的第一束鲜
花，也是我心中永不凋谢的一束花。”
何海军说。

身高 1.92 米的段鹏曾获省级散
打冠军。这名警营著名的铁汉子，省
运会期间却被自己远在洞口的妻子
深深打动了——为了让丈夫安心工
作，不因家庭事务分心，贤淑的妻子
发来微信说：“雪峰山，会因你的坚守
而更加苍翠；平溪江，会因你的执着
而更加清澈。在你护卫的苍翠和清澈
中，我们母子会一切安好。”

“省运会期间，刘涛的母亲因病
住院，老人却一再嘱咐独生儿子刘涛
保护好赛场的安全，不要到医院去看
她。而刘涛也一直隐瞒着这个消息，
直至比赛结束后，大家才知道他家的
特殊情况。”何海军介绍，“其实，我们
每名搜排爆队员的身后，都有一个温
馨而坚强的家。”

护航省运平安的幕后英雄
——记市公安局搜排爆小分队

邵阳日报 9 月 25 日讯 （记
者 袁 光 宇 通讯员 王 周 黄）

“经常性谩骂、恐吓，属于家庭暴力行
为吗？”“受到家庭暴力行为伤害，可
以申请法律援助吗？”为提高广大妇
女对《反家庭暴力法》的认识，进一步
增强妇女依法维权的意识，9月15日
上午，洞口县司法局、洞口县妇联开
展《反家庭暴力法》暨法律援助知识
法治宣传活动，前来领取宣传资料、
进行法律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

活动中，工作人员热情地向来往
群众讲解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家庭
暴力的社会危害性、如何预防和制止

家庭暴力的发生，并告诫群众遇到家
庭暴力一定要冷静对待，切不能以暴
制暴，一定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本次宣传活动共发放普法宣传资料
5000 余份，接受群众法律咨询 120
起，受教育群众达4万多人次。

如今，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提高妇女向家庭暴力说

“不”的法律意识，有利于夯实平等、和
睦、文明的家庭基础。这种以“一个妇
女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
村、一个村带动整个社会”学法、知法、
守法、尊法、护法的做法，已在洞口县普
法工作中广泛应用，收到良好效果。

洞口普法注重“半边天”效应

邵阳日报9月25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阮建安） 9月20
日，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市食药监局、市
教育局，对市区中小学校开展食堂食
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行动中，联合检查
组先后深入市六中、市三中、市十二
中，仔细检查学校食堂原材料储藏
间、食品加工操作间、食品储存及留
样、餐具保洁消毒、从业人员培训和
持证上岗等情况。联合检查组对存

在的问题当场指出并记录在案，要求
学校限期整改，确保学校食品安全。

据悉，本次联合检查是“保障千
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检察公益诉
讼专项监督活动要求的一次具体行
动。下一步，该院将立足监督职能，
进一步加强与市食药监局、市教育
局的衔接协调工作，形成合力，进一
步加大学校食品安全检查和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力度，确保
全市中小学师生饮食安全。

市检察院聚力守卫校园“舌尖安全”

邵阳日报 9 月 25 日讯 （记
者 杨敏华 通讯员 王艳林） 9
月6日，被执行人刘某因擅自处置法
院已查封财产，致使案件无法执行，被
新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8 个
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被执行人刘某因民间借贷纠纷案，
被新宁县人民法院责令自行保管查封
的财产。后因刘某未按生效法律文书
履行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在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
人刘某未经法院同意擅自处置被查封
财产，并对整个公司的财产进行了转

让，致使100余万元债权不能执行到位。
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新宁县人

民检察院向新宁县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指控被告人刘某犯拒不执行判决
罪。新宁县人民法院依法启动该案
件的审理程序。

新宁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刘某
对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罪。鉴于被告人刘某有悔罪表
现，积极筹集资金偿还借款，并获得了
债权人的谅解，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
量，遂作出上述判决。

拒不执行判决书 吃了罚单又获刑

邵阳日报9月25日讯 （通讯
员 伍先安） 9月18日，我市公安交
警在“全市交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
进会”上再次发力，从打造文明交通入
手，用文明交通筑牢文明城市的根基，
全力助推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文明城市，作为基础工程的
文明交通须先行。自开展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活动以来，邵阳公安交警敢
于担当、忠诚履职，对照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标准，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
部署，动员全体民警通过狠抓交通违
法整治、做强交通安全宣传，不断提

升邵阳文明城市的形象。
公安交警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

主力军之一，一是在思想上不断聚
焦。市交警支队党委从加强秩序管
理、构建平安交通入手，不断增强全
体民警的共识。二是在行动上持续
发力。市交警支队机关及大祥、双
清、北塔交警大队全体民警，结合文
明交通行动计划、城区交通治理“大
巡防”工作要求，全警上路开展交通
违法行为大整治，严查机动车乱停、
斑马线不礼让行人，行人、电动车闯
红灯以及行人翻越交通护栏等不文

明交通行为，有效净化了城市交通环
境。三是在宣传上合力对接。市交
警支队宣传中心主动联合省、市新闻
媒体并利用交警自媒体等多个宣传
平台，全方位开展交通法律法规和交
通安全常识宣传，同时加大对交通违
法行为集中整治的宣传力度，增强市
民文明交通意识，引导广大驾驶员、
行人自觉做到文明开车、文明行路。

交警：用文明交通筑牢文明城市根基

邵阳日报 9 月 25 日讯 （记
者 陈星 通讯员 蔡越姝） 9月
16日9时，邵东百富广场警车穿梭、
警灯闪烁，一队队着装整齐、装备齐
全的公安巡逻队员，迈着坚定的步伐
在巡逻。这是邵东县公安局启动全
城大巡防的一个缩影。

为进一步增强全县社会治安整体
防控能力，为中秋、国庆佳节营造良好
的治安环境，根据上级部署，邵东县公
安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全城大巡防，
提高街面见警率，增强群众安全感。

该局按照上级要求，深入开展
“三项活动”，强化“四个意识”，落实
“五个严防”和“四个不发生”，坚持全
天候巡逻，开展密集清查，多举措加
强治安防控。

该局整合各警种资源，加强大巡
防力量，从“邵阳快警”、巡特警大队、派
出所、“一村一辅警”、交警大队抽调警
力组成巡逻队，对街面进行24小时不
间断巡逻，突出加强对广场、车站、公
园、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重点巡逻。

该局还坚持每周开展清查行动，
坚决打击卖淫嫖娼、非法携带易燃易
爆物品、涉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持
对各类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全面排
查消除各类不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
素，全方位护航社会治安稳定。

邵东：全城大巡防 筑牢平安网

9月20日，省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督查组先后深入我市邵阳县、洞口县
及城区的客运场站、国道乡道、乡镇村组，通过看资料、查车辆等方式，对我
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实地督查。图为督查组在市交警支队智能
交通指挥中心查看城区交通通行情况。 通讯员 伍先安 摄

▲ 9月21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党委、
工会来到“邵阳快警”城步1号平台车上慰问因公
受伤民警，为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通讯员 向晏明
摄影报道

▲ 9月21日，武冈市公安局党委班子成员带
头参与街面巡逻防控工作。从9月15日开始，该局
开展以“我为百姓巡逻保平安”为主题的集中治安巡
逻活动，以提升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通讯员 刘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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