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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伍先安） 9 月 21 日，笔者从
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办
了解到，自 8 月 1 日城区启动
电动自行车上牌以来，我市通
过“增加登记网点、增加办事
人员、增加上牌时间”的方式，
开启电动自行车上牌加速度，
全力以赴为群众服务。截至9
月20日，已给26772台市区电
动车上牌。

为方便群众办理
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
业务，提高上牌效率，
避免排队积压，市交通
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

治领导小组充分结合城区工
作实际，将城区电动自行车登
记网点从最初 1 个增到 4 个，
办事人员从原来的26人增加
到112人，上牌时间由起初每
周5天增加到7天。

无论炎热天气、还是刮风
下雨，全体民警、辅警始终用
热情服务、微笑服务，来换取
广大上牌群众的满意而归。

加足马力给电动车上牌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刘繁荣 邓可 记者 童中
涵） “谢谢你们！”9月14日，
新邵县酿溪镇刘某娥、王某芝
在签收新邵法院送达的民事
调解书时，忙着向该院黎志强
法官等人表示感谢。至此，这
桩闹了 14 年之久的古稀老人
离婚纠纷，终于和谐结案。

刘某娥、王某芝已年近八
旬，双方均系二婚，两人自
1977 年相识恋爱后开始同居
生活。2006 年开始，两人因
家庭琐事不时发生矛盾。刘
某娥曾于 2010 年以夫妻感情
破裂向新邵县人民法院起诉

离婚，法院判决不予离婚。
此后，双方矛盾纠纷仍不时
发生。今年 8 月 3 日，刘某娥
再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经 9 月 4 日庭审查明，刘某
娥、王某芝已分居多年，法院
依法判决双方离婚，双方均
无争议。该案承办法官黎志
强在当日庭审结束后，一方
面做双方的思想工作，一方面
邀请当地司法所工作人员到
庭，组织原、被告就离婚后的
生产生活及居住等后续问题
协商，在解决了双方婚姻矛盾
的同时，着力解决了老年人晚
年生活问题。

古稀老人闹离婚 法官调解促和谐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
敏华 通讯员 张洋） 9月21
日，邵阳县公安局通报破获系列
虚假诉讼案，刑事拘留9人。

去年 5 月至今年 1 月期
间，唐某峰、刘某雄从长沙市
某房产中介公司获悉谈某、刘
某等7人位于长沙的住宅急于
出售，但是因受长沙市住房限
购政策的制约，暂不能上市交
易。唐某峰、刘某雄 2 人便主
动与谈某、周某等 7 人分别取
得联系，经过串通后以捏造的
虚假债权债务关系向邵阳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法
院执行司法拍卖，从而达到规
避长沙住房限购政策，完成房

屋买卖的目的。
接到邵阳县人民法院移

送的线索后，邵阳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立即安排民警展开调
查，在掌握大量证据后，办案
民警与涉案的9名嫌疑人取得
联系，经劝说，8名嫌疑人主动
到邵阳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另
1名嫌疑人因逃避法律责任在
长沙市被抓获。经审讯，犯罪
嫌疑人唐某峰、刘某雄等人对
捏造事实向邵阳县人民法院
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目前，上述 9 名嫌疑人已
被邵阳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规避“限购令” 这个歪招不可取

9月21日，北塔区委政法委书记唐凌带队到茶元头街道兴
隆社区开展“治安大家谈恳谈会”。社区两委成员、居民代表人
人发言、个个献策，围绕社会治安、创卫、脱贫攻坚等工作谈想
法、提建议。图为恳谈会现场。

邵阳日报记者 陈星 通讯员 陈昭 摄影报道

9月15日晚，新宁县公安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安保维稳统一清查行动。当晚，
对辖区内的出租屋、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进行突击检查，发现整改隐患11处，盘
查车辆600多辆，盘查可疑人员48人，抓获在逃人员1人，刑事拘留1人，查处2起
治安案件，行政拘留4人，查处酒驾12起，查处无证驾驶9人。图为民警在盘查过
往车辆情况。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汤伟志 摄影报道

近日，洞口县公安局石江派出所抓
获盗窃校园财物的犯罪嫌疑人周某
清。经侦查，自今年8月份以来，犯罪嫌
疑人周某清多次流窜至洞口县石江镇
树林中学疯狂作案，采取踹门入室的作
案手段，盗窃各类财物。石江派出所民
警辅警经过一个多月的昼夜奋战，斩断
了伸向校园的“黑手”。

8 月 9 日下午，石江派出所接到辖
区树林中学报警称，该校十多间教职工
宿舍被盗。石江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
案发地点进行勘察走访。通过调取监
控录像，发现嫌疑人作案时骑摩托车，
戴口罩，进入校园后，利用暑假期间学
校师生离校的“有利时机”，踹门入室行
窃，作案手段老练、大胆，肆意妄为。所
里对该案进行分析研判，成立专案组，
根据作案人的体貌特征，对辖区重点人
员进行筛选，并充分发挥“一村一辅警”
和“宝庆大叔”联防联控的机制优势，在
全镇范围内进行逐村排查。通过一个
多月的不懈努力，嫌疑人的身份逐渐明
朗，抓捕大网随之展开。8 月 23 日下
午，树林中学再次被盗，多间教师宿舍
被踹门入室，财物被盗。根据警方的早
先安排，各卡点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了
嫌疑人作案的全过程。

9月11日上午，石江派出所获取情
报，嫌疑人骑着摩托车再次出现在辖区
村道上，所里安排人员沿路进行盯防布
控，一举将嫌疑人周某清抓获归案。在
铁的证据面前，周某清无法继续狡辩，
坦白交代。经进一步侦查发现，犯罪嫌
疑人周某清还是一个“四进宫”的盗窃
惯犯。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清已被依法
予以刑事拘留。

斩断伸向校园的“黑手”

——洞口县石江派出所

侦破系列校园盗窃案

通讯员 谢志军 谢文军

“一张张脱贫笑脸，像映山红一样
美丽灿烂；一个个扶贫故事，像映山红
一样漫山遍野……”今年春天，正值岭
上开遍映山红的季节，一位视察我市法
院系统扶贫攻坚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
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诗意地说。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我市两级
法院认真贯彻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
部署，积极延伸审判职能，坚决扛起脱
贫攻坚重任，在邵阳大地上谱写了一曲
又一曲扶贫赞歌。

帮扶：石山劈出“脱贫路”

隆回县花门街道石门村地处石漠地
带，且山路崎岖，村民种的玉米、油菜、玉
竹、茶籽等优质农作物要运出大山，完全
只能依靠人力，全村贫困发生率曾一度达
18.4%。村里组级公路的修建，一直是当
地村民诉求强烈的一件事情。

早在2017年，石门村“两委”就商定
要把组级公路建起来，但通过前期丈量
和初期预算，工程建设专项经费至少需
要 60 万元。看到这个“天文”数字，村

“两委”干部无奈地摇了摇头。
2019年，石门村成为市中级人民法院

精准扶贫定点帮扶村。同年7月，该院党
组书记、院长曾鼎新带队到该村调研，得知
这一情况，立即与县、街道相关负责人和村
两委干部、扶贫工作队员商量对策。

“交通出行解决不了，脱贫摘帽从何
谈起？”在接下来的近半年时间里，曾鼎新
多次到石门村专项调研组级公路建设有
关事宜，终于在2020年初，从市县两级财
政争取到通组公路专项建设款60万元。

2020年春夏之交，石门村通组公路
竣工通车，给该村120余户420余名村民
的出行和劳动、生活带来看得见、摸得
着的便利和实惠。“乡亲们搞生产再也
不用肩挑马拉了，一车子下来等于之前

好几天干的活。农资能够快速运进来，
土特产可以快速运出去，村民致富就有
了希望！”石门村九组组长陈师傅表示。

交通便利后，该村90岁高龄的贫困
户罗树生的住房得到了改造，村民罗晚
贵的规模种田收入满满，村里破损的水
渠得到了修缮，村民收入显著增长。
2020年底，全村18户50人贫困人口，全
部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护产：老树结出“致富果”

脐橙是新宁马头桥镇绍洲村的传
统产业，由于规模小、品质差，长期以来
未能产生良好经济效益，不少村民还处
于贫困状态。

决心带领当地村民致富的村民李
秋回乡承包了数百亩土地用于发展优
质脐橙，并成立了合作社，然而，脐橙产
业基地在建设过程中与部分村民发生
矛盾，基地建设一度陷入停滞。

新宁县人民法院闻讯立即启动诉
调对接机制，抽调工作经验丰富的法
官，协同当地调解组织到现场进行勘
察，深入群众进行走访调查，组织双方
当事人面对面开展调解。通过反复做
工作，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由合作社照
价赔偿村民事实损失，村民不再阻挠基
地建设。

随后，新宁县人民法院在该合作社
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示范基地建设，帮
助合作社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法
律问题。随着优质脐橙基地的“开花结
果”，当地村民逐渐走上了致富路。

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在隆回多个贫困
村建立了扶贫种植基地，多次遇到法律问
题。隆回县人民法院开辟绿色通道，一对
一开展服务，帮助企业及时化解矛盾纠
纷，摆脱困境。“法院在促进扶贫产业发展
上很给力，企业和群众都得到了实惠。”当

地扶贫干部和群众纷纷点赞。
近年来，我市两级法院积极开展

“扶贫企业帮扶一对一”“涉扶贫企业专
项执行”“扶贫普法宣传”等活动，帮助
企业解决法律问题 169 件，执行兑现
1160万余元。

济困：病弱迎来“艳阳天”

隆回石门村罗志清夫妇已经年过7
旬，3年前，1岁多的小孙女因车祸被截
去双脚，仅医药费就花去20余万元，加
上后来多年的康复治疗，这个家庭陷入
了深度贫困。

肇事司机范某德，是邻村村民，早
年离异，家中有两个小孩、一位老母和
一名残疾兄长，由于车祸发生后没有可
供执行的财产，范某德正在服刑，全家
承担不了对罗家的赔偿义务。

为帮助罗志清一家摆脱困境，市中
级人民法院和隆回县人民法院启动司
法救助机制，为其成功申请到司法救助
资金10万元。

“有了这笔钱，我们总算看到未来的
一丝希望了。”当法官把司法救助金送到
罗志清老人手上时，老人热泪纵横。

2017年，新邵县陈家坊镇三角塘村
村民陆某在帮工中受了伤，共花去医疗费
10 万余元，成为村里唯一的未脱贫人
员。因被执行人徐某常年在外，行踪不
定，且无财产可供执行。新邵县人民法院
一方面对陆某进行司法救助，另一方面积
极寻找徐某下落。经多方查找，终于掌握
了徐某在东莞虎门务工的情况，遂迅速组
织执行力量赶往东莞虎门将徐某带回，最
后徐某当场兑现了执行款。

据统计，为助力扶贫攻坚，我市法院
系统积极开展涉农民工工资、涉民生案件
专项执行行动和司法救助活动，帮助困难
群众760余人次，金额850万余元。

岭上开遍映山红
——我市两级法院深入开展扶贫攻坚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王荣 周盖雄 董依然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
讯员 孟红春） 9月18日上午，大祥
区召开全区综治民调、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禁毒攻坚暨信访工作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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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来
访、保持稳定、综治民调和禁毒工作。

今年以来，大祥区全面加大了街面
巡逻、守栋护院、“一村一辅警”和“邵阳快
警”工作力度，组织开展“政法干警下基层
进网格促平安保稳定”活动，动员98名政
法干警下基层进网格；组建了112支新时
代社会治安“宝庆大叔”联防联控义务巡
逻队深入大街小巷；开展城区电动车交
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劝阻限
行电动车辆968台；全区公安机关共打掉
恶势力集团3个，恶势力团伙9个，抓获黑

恶势力团伙人员122人，刑事拘留115
人，逮捕90人，移送起诉103人，查封、冻
结、扣押涉案资产500余万元。

会议就下阶段全区综合治理工作
进行部署。各政法部门要加强平安、
法治和政法队伍建设，打好综治民调
攻坚战、来信来访、保持稳定、扫黑除
恶、禁毒工作。政法机关工作人员要加
强政治敏感，履行职责，提升业务能力，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要坚决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努力保障全区的安
定有序；开展严打整治行动，提升群众的
安全感和幸福感；加强校园、市场、企业
等人口密集场所的治安防范工作，扎实
走访和宣传提升群众知晓率和满意度；
以网格化服务管理建设平台为基础，提
升综治工作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严打整治 细化管控
大祥区召开综治民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禁毒攻坚暨信访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