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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北塔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唐凌（前一）先后实地
察看了陈家桥乡陈家桥社区和茶元头街道马家村、白田社区的
试点情况，听取了各村（社区）开展“三治融合”工作以来取得的
变化与成效，并详细询问了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邵阳日报记者 陈星 通讯员 伍玉茜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伍先安） 9月8日，洞口县交
警大队宣传民警走进高沙镇
中心小学，以“知危险会避险”
为主题，宣讲交通安全知识，
增强学生安全出行意识。

活动中，民警从增强交通
法规意识和文明意识出发，结
合实例现场授课，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讲解了生活中如何行
走、乘车、过马路等安全注意

事项。现场还摆放了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图册以及播放的
动画视频，让学生们在寓教于
乐的学习中，不断加深印象。

民警还从小手牵大手的角
度，教育学生们在自觉遵守交通
规则的同时，对家长们不文明的
交通行为进行监督。在互动环
节，民警把准备好的学习用品作
为答题奖励，激发了同学们的答
题热情，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安全宣讲进课堂

9月14日下午，大祥交警大队民警前往市内某外卖企业，上
门开展“一盔一带”交通安全宣讲，引导企业电动车骑手养成“带
安全盔骑行，系安全带开车”的良好习惯。图为民警在发放宣传
资料。 通讯员 伍先安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蒋开炜） 9
月8日19时30分，大祥区蔡锷乡的村民们结束了一天的
辛苦劳作，早早地吃了晚饭，女人们摇着扇子在家门口纳
凉，大老爷们聚在一起侃大山，这是蔡锷乡一个普通的夜
晚，也是“宝庆大叔”红袖章护平安队每天开展夜巡工作的
一个夜晚，乡村的平安和谐，他们一直都在守护。

当晚，大祥区组织的“文化下乡”露天电影播放活动在
蔡锷乡各村播放，村里的空地上支起了大屏幕，爱热闹的
村民们搬了小板凳前来观影，难得碰到一次大型的活动，
孩子们也兴奋地跑来跑去。

20时，“宝庆大叔”红袖章护平安队巡逻到这里，引导
村民们依次排好位置坐好，然后叫住乱跑的小娃娃，帮他
们找到家长，细心叮嘱天黑人多要注意安全，直到电影开
始播放才离开。

20时30分，“宝庆大叔”“红袖章”护平安队沿街一路
巡逻，对店铺、饭店消防安全进行检查，叮嘱店主注意防火
防盗，并对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检查。

21时，“宝庆大叔”“红袖章”护平安队巡逻进入村道
小巷，来到村民家中。“这两天附近治安怎么样，有没有什
么异常的情况？”“没有，治安蛮好的，你们真辛苦了。”“应
该的，老罗，你知道我电话吧，碰到什么事就打报警电话或
者我的电话，我们会马上赶过来！”

21时30分，夜深了，村民们逐渐进入了梦乡，灯火依
次熄灭，只有零星一二处亮光仍点缀着乡村静谧的夜，而

“宝庆大叔”红袖章护平安队的脚步却没有停歇，他们穿行
在田间小巷，用实际行动为村民的安宁护航。

又讯 9月10日，大祥公安分局板桥派出所接到了一
位村民的感谢电话，感谢板桥派出所“宝庆大叔”红袖章护
平安队和“一村一辅警”彭智、杨战强在上次交通事故中对
自己的及时救助，目前她已出院且恢复良好。

9月2日上午，驻村辅警彭智、杨战强带领“宝庆大叔”
红袖章护平安队在下乡入户走访途中，偶遇一起交通事
故。现场一名约50岁的女性躺在车旁，伴有腿部明显出
血，有大量群众围观，造成交通拥堵。

救人如救火，彭智来不及思考，立即停车展开救援，一
边引导村民拨打急救电话，一边组织“宝庆大叔”红袖章护
平安队疏散群众、疏导交通。

救护车很快到达现场，因抢救及时，伤者没有生命
危险。

“宝庆大叔”守护百姓安宁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黄荣科） 9月7
日，被执行人唐某某、郭某某将11万元执行款及利息一次性履
行完毕，向新宁县人民法院申请结案。

新宁县某投资公司与唐某某、郭某某等发生借款合同纠纷，
新宁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判令唐某某、郭某某等4人
向新宁县某投资公司共同偿还借款11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
后，唐某某、郭某某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18年3月
26日，法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郭某某、唐某某名下共同共有的
房产。2018年12月27日，被执行人郭某某与唐某某故意隐瞒该
房屋被查封的真实情况将房屋转卖给案外人，并于2019年1月24
日向新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转移登记申请，新宁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因不动产登记系统不完善导致该房屋被转移登记。

今年6月18日，新宁县人民法院将该案被执行人涉嫌非
法处置人民法院查封财产罪的情况及相关证据移交新宁县公
安局，新宁县公安局于7月6日决定对唐某某、郭某某的行为
立案侦查。郭某某、唐某某见法院动了真格，于是主动来到法
院承认错误，并很快将执行款履行到位。

新宁：严查非法处置法院查封财产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
敏华 通讯员 汤伟志） 9
月9日，新宁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展开紧急救助，“铁骑”一路
鸣笛开道，为一名严重烫伤的
孩子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您好，请问是交警大队
吗？我家小孩被烫伤了，情况
很危急，现在赶时间送医，能
否护送我们一下。”9月9日10
时许，新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办公室值班民警接到市民倪
女士的紧急求助电话，原来，
倪女士的3岁孩子不慎被开水
烫伤右手臂，伤口处血肉模
糊，情况十分危急。

“从黄龙镇到县城，一路上
车流量太大，导致我们的车一直
行驶缓慢，而孩子的伤势严重，
我的心都快要崩溃了。”情急之
下，倪女士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问清倪女士具体位置和
车辆基本情况后，值班民警与
倪女士约定在进城要道湘水大
桥加油站路口汇合，同时通知
正在路面执勤的马志诚、王雄、
徐昭三人立即赶往汇合地，等
候倪女士车辆的到来。

5 分钟后，倪女士的车辆
顺利与出警人员会合。

“紧跟我，注意安全！”
金石镇解放路上，马志成

沉稳地握着方向盘，拉着警报
的警车一路疾驰。后方，交警
大队辅警王雄、徐昭驾驶两辆
警用摩托车护送着倪女士的
小车紧紧相随，马路上行驶的
车辆听闻警笛声纷纷避让。

7 分钟后，车队抵达新宁
县第一人民医院。

在医生的及时救治下，孩
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为护送烫伤儿童紧急就医

新宁交警上演“生死时速”

9月11日，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分局考察团来到我市，
重点围绕“一村一辅警”“邵阳快警”和民警岗位绩效考核、“一网
考”等工作，开展两地警务交流。这是我市全面推行“一村一辅
警”正式获评全国首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之后，第一批来邵
交流的兄弟单位。图为大祥公安分局局长肖建华（右一）在“邵
阳快警”平台指挥车上引导考察团现场观摩。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彭志冬 摄影报道

在邵阳大地上，有这么
一支缔造传奇的队伍：在打
击重大刑事犯罪中，该大队
连续 10 年实现当年命案全
破。仅今年8月份，该大队连
破命案积案2起，抓获各类犯
罪嫌疑人 30 余人，破获侵财
案件 40 余件，捣毁电信诈骗
窝点3个，抓获涉黑涉恶团伙
成员7人。

这支公安铁军，就是双
清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勇于亮剑

扫黑除恶“铲毒瘤”

有一种责任叫冲锋在
前 ，有 一 种 使 命 叫 义 无 反
顾。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双清公安分局刑警
大队在大队长唐邵力的带领
下，频频亮剑，多个黑恶团伙
在其“剑气”之下土崩瓦解。

今年 7 月 29 日，双清区
某厂一名工人在职工宿舍内
非正常死亡，因家属与厂方
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矛盾
升级，数十人发生激烈肢体
冲突。

该大队接到指令后，火速
出击。经调查发现，该起矛盾
纠纷的升级系厂方保安队长
宋某军为立威、逞能，纠集邓
某昭等社会闲散人员数十名，
以维持工厂秩序为名，借死者
家属放鞭炮损伤其车辆为借
口，将单纯的民间纠纷升级为
涉黑涉恶的械斗。一月之后，
刑警大队将涉案人员身份、
该集团组织架构全部厘清，
抓获犯罪嫌疑人7人，查获管

制刀具等涉案工具10余把。

紧盯命案

铁嘴善啃“硬骨头”

“刑警最突出的职业特
点是随时可能面临正与邪、
善 与 恶 、生 与 死 的 严 峻 考
验。选择警察这个职业，就
必须冲锋在前，迎接挑战。”
该大队教导员姚更祥表示。

命案积案如顽固堡垒，
很难攻破。今年，该大队决
心啃下这些“硬骨头”。该大
队成立专班，整合各类资源，
拓宽线索渠道，精练侦查手
段，今年 8 月份，连破 2000
年、2003年命案积案各一起。

每一起命案积案的侦
破，都凝聚着刑警太多的心
血。今年 8 月 12 日，该大队
副大队长李海龙和同事 3 人
一起去北京抓捕涉嫌2000年
命案积案的犯罪嫌疑人唐某

林。在定点蹲守过程中，四
人饿了吃方便面，困了找个
墙角随便小憩一会。经过 2
天的艰苦蹲守，终于将负案
潜逃20年的唐某林抓获；

此前该大队民警已从吉
林延边抓获涉嫌2000年命案
积案的犯罪嫌疑人李某；8月
19 日，抓获偷偷潜回邵阳的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唐某。至
此，2000 年命案积案三名主
犯均已抓捕归案。

8 月 21 日，迫于该大队
侦破命案积案的强大攻势，
潜逃17年的命案逃犯黄某图
投案自首，2003 年命案积案
成功告破。

“8 月 26 日 ，是 习 近 平
总书记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
亲授警旗的日子。对于广大
民警来说，8月从此被赋予了
特殊意义。今年8月，刑警大
队全体警员给我们双清公安
争了光，给警旗添了彩。”双

清区副区长、双清公安分局
局长李政表示。

人民至上

守护百姓“钱袋子”

该大队高度关注电信网
络新型犯罪，从“打”入手，以

“防”为本，依靠群众，深入虎
穴，共捣毁电信诈骗窝点 3
个，打击了新型电信网络违
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今年4月19日上午，双清
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
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就在双
清。双清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立即成立以反电诈中队民警
为主体的专案组。经过缜密
侦查，专案组锁定了李某某、
杨某某等涉案人员。为扩大
战果，专案组决定派出侦察人
员对其实施追踪监控。

经过连续两天的追踪蹲
守 ，侦 察 员 充 分 掌 握 了 情
况。4 月 20 日 18 时许，在确
定5名嫌疑人都回到窝点后，
侦查人员将其一网打尽，当
场扣押作案手机8部、电脑4
台、银行卡5张。

6 月 24 日，有人利用移
动太空步设备在邵阳城区不
停实施电信诈骗流窜作案，
造成不少群众上当受骗。在
分局领导的部署下，刑警大
队锁定其准确位置，成功将犯
罪嫌疑人抓获，当场缴获用于
作案的电话卡 36 张，太空步
设备9台，手机4台，充电设备
3套。犯罪嫌疑人邓某到案后
哀叹：“我才做了三天，没想到
警察就找上门来了。”

初 心 使 命 耀 警 旗
——双清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纪事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张居道

▲民警在研判电信诈骗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