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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霞）
6 月 9 日，邵阳快警新宁县
步行街 1 号警务平台破获
一起吸毒案，查获违法行为
人李某宇、王某、李某3人。

当日凌晨，邵阳快警新
宁县 1 号警务平台快警杨
武平带领众队员在街头例
行巡逻，行经某酒店门口时
发现一形迹可疑男子，民警
上前进行盘问。

在交流过程中，杨武平
发现该男子眼神躲闪、神色
慌张，且精神状态亢奋，眼
带血丝，立即引起警觉。经
询问得知该男子为酒店住
客，民警辅警随后对其所住
房间进行检查。

在房间内，民警辅警发

现另外两名嫌疑男子，并发
现床头柜有吸食毒品所用锡
纸，杨武平马上示意队员对3
人进行控制，同时对房间展
开地毯式搜索、检查，现场查
获吸毒工具。随后，案件被
移交给金石派出所办理。

据悉，6月8日23时许，
王某容留并伙同李某及李
某宇在金石镇某宾馆的客
房内吸食毒品，被心思缜密
的民警辅警“一锅端”。经
讯问，王某等3人对其吸食
毒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违法行为人王某
因容留他人吸毒和吸食毒
品被依法合并执行行政拘
留 20 日，违法行为人李某
宇、李某因吸食毒品被依法
行政拘留12日。

快 警 火 眼 金 睛

“毒虫”无处遁形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 中 涵 通讯员 吕 游
刘结连） 6月4日，由新邵
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邓某生掌掴中巴车司机一
案在新邵县人民法院宣判，
被告人邓某生犯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

4月3日12时许，被告
人邓某生在新邵县汽车总
站搭乘中巴车回家，车内有
司乘人员及乘客共 16 人。
车辆行进过程中，邓某生因
为座位问题与司机陈师傅
发生口角，邓某生冲上去对
正在驾驶车辆的陈师傅打
了一耳光，陈师傅赶紧刹车
将车停稳，两人继续拉扯。
后陈师傅报警，邓某生被依
法传唤归案。

4月17日，新邵县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邓某生

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

发生后，网民纷纷呼吁法律
严惩殴打驾驶公交车司机
的人。但也有人对此案提
出质疑：仅仅打了一巴掌，
又没造成严重后果，就判刑
四年，是否量刑过重？

据新邵县人民检察院
办理此案的检察官介绍：刑
法第114条规定，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法、
最高检和公安部下发的《关
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
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
为的指导意见》指出，“尚未
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犯罪
行为，适用刑法第114条规
定，并强调“即使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一般也不得适用
缓刑”。因此，邓某生被判
刑四年属于法定量刑范围。

掴 人 一 巴 掌

被 判 四 年 刑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何利明）
6 月11日上午，邵东县廉桥
镇居民王某在自家房屋施
工工地上建房子，女子周某
得知后赶到现场阻拦施工
人员建房，王某便上前与其
理论，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王某之后向公安机关报警。

接警后，邵东县公安局
廉桥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
现场了解情况。

民警了解到，周某和王
某之前有纠纷，因此在其建
房子时进行阻工。民警在

现场进行劝阻，耐心给周某
讲解法律知识，但她仍不听
劝说。民警只好依法将其
传唤至公安机关处理此事，
但她仍拒不配合民警工
作。最终，民警依法将其带
至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目前，周某因寻衅滋事
已被邵东县公安局依法行
政拘留。

民警提示，和人有纠纷
时要理性看待问题，在法律
的框架内处理，不要有极端
行为，一旦触碰法律红线，会
被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一言不合便阻工
邵东女子遭拘留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哲明 通讯
员 罗卡尔 王新龙） 6月11日，北塔区
人民法院执行法官通报一起利用微信网络
平台远程调解执结陈年旧案的案例。近年
来，该院在依托自有办案系统进行信息化
办案的同时，积极探索既保证信息安全又
符合法律规定的创新方式来缩短办案周
期，减少当事人诉累。

此案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申请执行
人曹某某自2010年起在广东和浙江两地开
办女装包厂，被执行人卢某某是女装包经
销商，双方存在多年业务往来。2012 年 4
月，双方核算确认，卢某某欠曹某某12万元
货款。后曹某某通过各种方式向卢某某催

收，卢某某一直拖欠8万余元未还，曹某某
遂将卢某某诉至北塔区人民法院。法院经
依法审判于 2013 年 5 月作出生效判决，判
令卢某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
81812元货款给曹某某。判决生效之后，卢
某某一直未主动履行判决义务。曹某某于
2015年向北塔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立案执行之后曹某某一直躲在外地逃
避执行。法院依法查控亦未发现被执行人
卢某某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经申请执
行人同意后，该案件做了终本处理。

今年 5 月，该院执行法官突然接到线
索，并找到了被执行人卢某某。经执行法
官教育，卢某某同意履行还款义务，但表示

要同申请执行人曹某某面谈协商具体还款
金额。因申请人曹某某近期无法来邵阳，
执行法官建了一个微信群远程对该案当事
人进行调解。

微信群建立之后，法官先视频确认了
在广州的曹某某是本人在操作微信。在群
内，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双方很
快达成和解，并用自行转账的方式履行了
和解确定的还款金额。申请执行人手写了
结案申请书拍照发给执行法官，并表示后
续会将结案申请书原件邮寄给法官。执行
法官将群内聊天记录、被执行人付款截图
凭证、申请人结案申请书图片打印入卷。
至此，这件执行旧案得以圆满结案。

巧用微信群 执结陈年案

5月22日，市公安局发布训
令，在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一村
一辅警”“邵阳快警”“社区民
警”技能大比武活动。

20 天来，尤其是洞口县黄
桥镇“5·21”“5·25”案成功告破
后，我市公安系统12000多名民
警辅警战高温、斗酷暑，苦练基
本功，将对犯罪分子的恨和对
人民群众的爱，全部融入到“三
警”技能大比武的热潮中。

●北塔公安分局：淬火
磨砺快警“利剑”

自5月22日下午以来，北塔
公安分局组织全体快警队员经
常性在蔡锷广场开展警务技能
集中训练。

邵阳快警是快速打击街
面 现 行 违 法 犯 罪 的 一 把“ 利
剑”，也是全天候守护城市治
安的一张“防护网”。北塔公
安分局此次警务技能培训紧
密结合实战，强化快警队员的
警务技能，提升快警平台的社
会防控能力、服务群众能力以
及应急维稳能力。培训科目
由 易 入 手 ，重 点 结 合 实 战 需
要，学习警用单警装备的用途
和使用以及盘查、搜身、控制、
带离等警务技能和如何规范
处警。

●绥宁县公安局：战酷
暑场上练“铁军”

绥宁公安从5月24日开始，
全面开展“三警”体能、技能训
练。邵阳快警绥宁平台快警队
员利用轮休机会，集结在该县
武警中队，顶烈日、冒高温展开
战技训练。目前，该县其他参
加比武的警种也已陆续拉开强
化训练。

“我们决心在今后的比武
及实战中，以最强的意志、最
佳的战技展示绥宁公安铁军
风采。”快警队员袁洲一表示。

●大祥公安分局：锻造
基层警务尖兵

5月31日下午，大祥公安分
局举行全警大培训暨社区警务
工作大比武启动仪式。该局以

“三警”大比武为契机，深入推
进“践行新使命 忠诚保大庆”
实践活动，创新基层治理机制，
深化基层警务工作，锻造基层
警务尖兵，塑造基层警务典型。

大祥公安分局政委李爱军
向参训警员们详细解读了《社
区民警大比武考试大纲》。大
祥公安分局副局长何小春为参
训警员进行了社区警务工作培
训，就如何建立规范合格的社
区警务室、积极开展纠纷调解、
全面开展巡逻防控等工作进行

了详细讲解。

●隆回县公安局：以点
带面提升风貌

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
欲试，凌厉一举手、一抬足，就
能在分秒间拿下犯罪嫌疑人
……这是邵阳快警隆回平台以
训促赛、以训促实战水平提升
的一个缩影。

隆回县公安局此次抽调
了专门人员参加训练，组织了
专门教官队伍进行培训讲解，
旨在以点带面，提升全局公安
精神风貌。具体培训以参赛
科 目 为 基 准 ，有 平 台 基 本 操
作、大数据应用、警务实战技
能、单兵体能考核、理论实战
培训等项目。

●邵东县公安局：抓捕
演习检验队伍

邵东县公安局召开党委会，
安排部署“三警”大比武工作，要求
各单位压实责任，加强人员、装备、
经费保障，营造良好的比武环境，
提供优质的比武资源，力求充分展
现邵东公安的新形象、高素质。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这句话是培训教官对邵东公安参
训队员们说的。参训队员一个个
神采奕奕、斗志昂扬，对自身体力、
耐力等进行针对性强化训练，并在
训练现场进行抓捕罪犯演习。

●双清公安分局：紧贴
实战磨练技能

6 月 5 日上午，邵阳快警双
清平台部分轮休队员在市公安
局巡特警训练基地开展以“践行
新使命，忠诚保大庆”为主题的

“三警”技能大比武训练活动。
训练现场，参训快警头顶

烈日，冒着酷暑，分别进行了战
术基本动作、警情处置、徒手攻
防实战对抗和通过障碍等 4 个
项目的演练，充分展示了快警
队伍的崭新形象。

●新宁县公安局：每日
集结勤练不懈

5月下旬以来，邵阳快警新
宁平台每天组织快警队员进行体
能、队列、徒手格斗、抓捕战术训
练等警务实战训练，着力提升快
警队员的精气神，提高规范执法
的能力和水平。

每天早上 6 时 30 分至 7 时
30 分，不当班的快警队员便迎
着清晨的阳光开展晨练。每天
上午 8 时 30 分至 10 时，只要没
有警务活动，他们再次集结，进
行技战术训练。擒敌拳、盾牌
操、抓捕战术……一次次摔打，
一次次磨砺，只为技能精益求
精，只为保卫人民安全。

“三警”大练兵 砺剑铸警魂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潘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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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中考期间各

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畅通，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按照

考试工作要求，组织警力

上路，在各考点周围路段

设置执勤点，加强交通临

时管制，为考生营造良好

的考试环境。图为 6 月

11日，大祥交警在红旗路

四中路段执勤。

通讯员 伍先安 摄

▲邵东县公安局练兵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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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伍先安） 6月5日上午，在
武冈市云山大道路段，武冈
交警联合公交、出租车行业
和医院等相关部门，出动公
交车、出租车、120救护车、
警车等多种车辆，开展道路
交通事故模拟应急处置演
练，提升多部门联合救援实
战能力。

活动现场，模拟警情为
一辆公共汽车与一辆出租车
在云山大道路段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公交车上1名乘客
受伤。接到事故报警后，武冈
交警指挥部立即协调各单
位，迅速赶到现场，各处置小

组各司其职，迅速展开交通
管制和人员疏散工作，对现
场周边拥堵车辆进行分流，
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调查，
并将相关人员疏散到安全地
带，引导120救护车进入现
场抢救受困人员，对事故车
辆进行施救、清障等……在
各部门密切配合下，事故处
置工作稳步有序，交通秩序
快速恢复。

通过此次联合演练，武
冈市进一步完善了各项交
通应急管理预案，提高了各
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应急
救援中的协调配合能力和
应急救援处置水平。

武冈联合演练应对交通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