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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 6 月公安部统一部署的“云剑”行动以
来，隆回县荷香桥派出所依托扎实的基层基础工作
和出色的侦破抓捕能力，在偏僻的农村小镇里谱写
出了一曲又一曲“云剑飞舞斩恶魔”的追逃壮歌。

勇擒恶“保镖”

今年9月6日11时许，荷香桥派出所所长黄锡
奇带领民警罗焱等人在双清区兴隆街道某公司抓
获上网逃犯胡某中（男，49岁，隆回县荷香桥镇人），
至此，一起2008年10月发生在广州市黄埔区的“百
万劫案”宣告侦破。

2019年8月5日，是荷香桥派出所新任所长黄锡
奇履新的第一天。当天，一脚踏进该所大门，黄锡奇
主持召开全所民警辅警大会，重点对“云剑”行动进行
再动员、再部署，梳理线索、分解任务、责任到人。

当时，胡某中已潜逃11年之久，为该所辖区在
册逃犯中在逃时间最长的一名，且毫无线索，自然
成为该所攻坚克难的首要目标。黄锡奇等所领导
经反复商量后，一致决定将抓捕胡某中这一艰巨任
务交给被全局同事称为“罗全能”的民警罗焱。

罗焱受领任务后，马上对胡某中的个人基本信
息、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及涉案情况等进行仔细研
究，从诸多看似毫无关联的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分析研判
后，罗焱终于查到胡某中极有可能隐匿身份任职于
双清区某公司。胡某中身高近一米八，壮实魁梧，
彼时，正被该公司老总聘为贴身保镖。

9月5日15时许，进一步核实线索后，所长黄锡奇

马上带领罗焱等人前往双清区抓捕胡某中。经外围
观察，该公司位于一栋商住楼二楼，该大楼建筑面积
较大，楼层较高，房间密布，且附近的商住楼均为该
公司开发建设，其中部分门面和住房已交付使用，
还有部分楼盘尚在建设中。所以，当时的情况是，
胡某中可能在该公司大楼里，也可能在附近工地，
还可能在附近的住房或门店里……那么，胡某中到
底在哪？民警只好兵分两路，一队人马开展蹲守，一
队人马在周边进行侦查。通宵蹲守直至次日上午，也
未发现嫌疑人身影。难道胡某中不在此处？不！
优秀侦查员往往都有敏锐的直觉，办案民警的直觉告
诉他们：胡某中就在这家公司的大楼里！

9月6日11时许，黄锡奇和罗焱再次乔装来到该公
司大楼内查看。11时40分许，两人走到某住房门口时，
刚好该住房的大门被打开了，从中走出一名彪悍男子。
该男子看到眼前两个陌生人后，立马警觉，蹲坐在门口
盯着二人观察。虽素未谋面，但胡某中的形象早已深深
印在罗焱的脑海里，罗焱一眼就认出该男子正是胡某
中，随即发信息给在附近蹲守的同事，要求增援。此时，
胡某中也觉察到了异样，起身想返回房间。说时迟
那时快，黄锡奇与罗焱赶紧冲上去将胡某中扑倒在
地，相互配合熟练使用擒拿技能控制住胡某中，同时表
明身份。可身为职业保镖的胡某中拼命反抗，猛烈挣
扎。黄锡奇和罗焱在被胡某中击打受伤的情况下，仍死
死地抓住其不放，直到增援警力赶到。事后，民警当场
从胡某中房间内查获管制刀具3把。如果当时没有及时
控制住胡某中，任其回房间拿到凶器，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审讯，胡某中如实供述了自己于2008年10月

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伙同他人实施抢劫的犯罪事
实。目前，胡某中已被移送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

轻取涉恶人

今年9月5日上午，荷香桥派出所民警在带领
辅警开展“三实信息”采集时，发现有一名酷似上网
逃犯曾某伟（男，29岁，隆回县北山镇人，曾因赌博、
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行为被打击处理）的男子出现
在荷香桥镇某民宅内，遂马上报告所长黄锡奇。黄
锡奇迅速带领民警辅警赶到现场，在确认可疑人员
为逃犯曾某伟后，将其成功抓捕。

经查，曾某伟于2018年8月29日伙同他人在隆
回县桃洪镇持械聚众斗殴，案发后潜逃。目前，曾
某伟已被隆回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穷追瘾君子

今年8月21日，荷香桥派出所民警通过侦查，获
知该所上网逃犯郑某（男，27岁，荷香桥镇人，曾多次
因吸毒、盗窃、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行
为被打击处理）出现在隆回县桃洪镇某网吧，所长黄
锡奇随即带领民警刘汉华等人前往将其成功抓捕。

经查：郑某于2018年1月30日因涉嫌容留他人
吸食毒品被隆回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后因患重
大疾病被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因违反规定于
2018年7月6日被隆回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隆
回县公安局随即对其上网追逃。

目前，隆回县公安局已依法对郑某执行逮捕，
并将其移送起诉。

“云剑”挥舞斩恶魔
——发生在隆回县公安局荷香桥派出所的追逃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曾凡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
员 黄文莉） 9月4日，绥宁县人民检察院
举办首次公益诉讼检务公开会，邀请社会各
界人士关注公益诉讼，推动该县公益诉讼健
康发展。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新时代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推出的重
大举措。重点内容包括加强对生态环境和
资源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助推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加强对食

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守护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助推健康中国战
略；加强对国有财产保护、国有使用权出让
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坚持国家利益至
上，激活公益保护国家力量。

当日，绥宁县举办的首次公益诉讼检务
公开会以“生态保护，你我同行，共同维护神
奇绿洲青山绿水”为主题。会上，绥宁县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建雄向与会人员汇报
了该院近期办理的11起破坏生态环境非法

狩猎案和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基本情况及拟
处理办法；民行科科长杨开云向与会人员介
绍了公益诉讼的相关内容及该院近两年来
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取得的社会效果。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绥宁县是我市第一
生态大县，是我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光辉样板。绥宁县人民检察院紧紧
围绕保护生态环境开展公益诉讼，既是造福
子孙后代之举，又是检察系统开展“牢记初
心、不忘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之一。

绥宁举办公益诉讼检务公开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星 通讯员 胡晓建） 9月5
日，大祥区召开全区政法公安
暨国庆安保维稳工作推进大
会，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
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总结部署
政法及扫黑除恶、信访维稳、
综治民调和禁毒工作。

2018 年，大祥区政法战
线以保障服务改革发展为目
标，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
核心，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为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省综治民调排名全
市第八，全年政法各单位共
获得各种集体荣誉 83 个，全
国“两会”信访维稳以及省运
会信访维稳工作被评为全市
先进。

全区刑事立案同比下降
30.4%，八类重大刑事案件立
案同比下降19.43%，破案率达
41.1%，首次实现命案零发案；
今年上半综治民调中，吸贩毒
现象调查排名全市第八，三区
第一，全市上半年禁毒工作绩
效评估中该区排名全市第二，
三区第一。共打掉恶势力团
伙12个，破刑事案件66起，刑
拘团伙成员 114 人，逮捕 57
人，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
87.6万元；对“三贷三霸”犯罪
进行了深入摸排和严厉打击，
共打掉行霸团伙1个，村霸团
伙5个，套路贷团伙2个；排查
处置了一批违纪违法村（社
区）干部。

大祥政法系统

成绩喜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哲明 通讯员 罗志
军 王丽丽） 9月6日，武冈市人民法院驻迎春亭
街道太平村帮扶工作队员与村“两委”干部一道，共
同扑灭了该村10组建档立卡贫困户顾某某家发生的
火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称赞。

当天，帮扶工作队员与村“两委”干部正在新村部
完善扶贫资料，这时，村总支书记阳旭云接到村民顾某
某的电话，称家里起了大火。情况紧急，帮扶工作队立
即和村“两委”所有工作人员驱车奔赴顾某某家。

到了火灾现场，帮扶工作队发现现场围有不少
看着大火着急却束手无策的村民，几个村民在提水
救火，但是效果不明显。等119火警前来救火至少要
半个小时，眼看大火越烧越猛，帮扶工作队马上安排
村“两委”干部疏散围观群众，安排抽水机从就近的
池塘抽水灭火，同时做好隔离带，切断火源，防止火
势蔓延。经过40多分钟的奋战，大火终被扑灭。

驻村队员灭火受称赞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杨敏华 通讯员 石鸿） 9
月2日上午，邵阳县郦家坪派
出所兵分三路，成功抓获吸毒
人员粟某明、黄某富、粟某国
等3人。目前，吸毒人员粟某
明、粟某国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行政拘留12日并处强制隔离
戒毒两年，黄某富被依法行政
拘留5日。

9 月 4 日凌晨，霞塘云派
出所对摸排到的3名重点对象
同时展开抓捕，在不到1个小
时的时间内，各行动组相继告
捷，先后抓获张某海、张某
军、刘某强等 3 名吸毒人员。
在抓捕张某海的过程中，张某
海慌不择路，跳入赧水河中。
办案民警见状紧追不舍，一边
做其思想工作，一边组织船只
进行救援。最终，在民警耐心
劝说下，张某海自愿接受法律
制裁。

目前，张某海、张某军、刘
某强3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行政拘留，并处强制隔离戒毒
两年。

邵阳县警方

连抓6名吸毒人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
员 陈奇 伍先安） 为确保全市中秋节期
间道路交通平安畅通，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
发生，9 月10 日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全警
上路在整治交通违法的同时，全力疏堵保
畅，对景区路段、城区道路、农村地区的道路
交通安全实施全方位管控，确保中秋假期广
大群众的平安出行。

9月6日开始，全市各交警大队的民警、
辅警按照安保工作部署，采取全天候管控模
式，日夜守护在第一线，持续开展对酒驾、毒
驾、超员、超载、超速等交通违法的整治。截至
9月10日，全市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3700
余起，其中酒驾105起。同时，通过官方微信、
微博以及新闻媒体，提前发布“中秋期间邵阳
市道路交通安全出行提示”，向广大群众公布
全市当前正在施工的重点路段、交通流量大的
易堵路段和事故多发的隐患路段，为大家的出
行提供了有效的安全信息。

为加强节日期间全市交通安全管理，市交
警支队成立了交通安保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
下发了工作方案和预案，统筹部署全市交通安
保工作。中秋节期间，邵阳交警将按照“群众
过中秋、交警在岗位”的要求，全警上路疏堵保
畅。在景区路段交通管理上，市辖新宁、武冈、
城步、绥宁交警大队均制定了景区路段车辆分
流、交通应急管理的具体措施，将增派警力，全
力值守在崀山、云山、南山、黄桑等主要景点路
段。在优化城市交通组织上，以辖区高速公路
出入口、城郊接合点、中心城区干道为主，实行
定责、定岗、定人、定时、包交通秩序的“四定一
包”责任制，优化城区交通秩序。在深化农村
交通管理上，将采取乡镇和集市定点疏导、乡
村道路流动巡逻的方式，延伸交通管理路段，
做到快速疏导堵点，精准打击交通违法。

邵阳交警全力以赴为中秋节护航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朱卫
华） 9月5日上午，大祥区公安机关举行国庆70周
年安保誓师大会，全体公安民警辅警及消防救援大
队共600余人参加。

8时30分，誓师大会在铿锵有力、催人奋进的宣
誓声中拉开帷幕。大会要求全区公安机关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进一步强化各项措
施，压实安保责任；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展现良好
风貌，听党指挥、服从命令、规范执法、文明执勤，上
下一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坚决实现“五个坚决防
止、三个确保”的工作目标，坚决打赢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安保维稳攻坚战。

大祥区举行国庆70周年安保誓师大会

9月6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组
织市直相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城区出租车公司、市民
代表，围绕中心医院内部及该院周边道路交通组织
优化进行现场办公，图为当天参加现场办公的人员
在中心医院院内展开实地调研。 伍先安 摄

▲查处酒驾。

▲夜查交通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