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12月22日，石门县召开校园
周边环境整治暨未成年人关爱教育工作
会议，全面启动校园及周边环境专项整治
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由石门县委政法委、县
教育局牵头，组织各乡镇（街道）、公安派
出所、交警、市监、城管、文化等部门走进
辖区中小学校，从四个方面维护校园周边
环境，确保学生安全。

一是开展法制宣传及安全防范教
育。组织法制副校长进学校上好一堂法
制教育课，及时向师生通报社会治安形势
和近期案件规律特点，讲解相关法律法规
知识。同时，结合实际案例，讲解安全防
范和紧急避险知识，增强了师生的自我防
范意识。

二是加强未成年人关爱落实帮扶措
施。开展对未成年失学青少年和校园问题
学生的摸排，落实“一对一”帮扶、法纪法规
教育、教师家访等措施，及时开展劝学劝返

活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关爱教育。
三是开展校园周边环境秩序专项整

治行动。联合组织教育、公安、市监、城
管、文化等相关部门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
秩序整治，及时打击发生在校园及周边的
违法犯罪活动，对可能涉嫌寻衅滋事、打
架斗殴、敲诈勒索的不法分子，给予登记
造册、事先防范，并及时清除校园周边的

“黑网吧”、赌博机、淫秽音像店、马路市场
等非法场所，整体提高维护校园及周边环
境安全的能力。

四是强化校园治安巡逻制度。完善公
安机关牵头、联防队伍参与的巡逻机制，坚
持在学校周边地域开展定时定线巡逻，特
别是学生上学、放学隐患高发的时间段，组
织巡逻民警、交通民警到学校周边开展巡
逻护校活动，强化学校周边的治安管控，切
实提高见警率和震慑力，提升处置校园应
急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保证学生有序进
校、离校，严防各类不安全事故发生。

石门
四项举措加强校园周边安全治理

2017年1月4日上午，安乡人民法院
执行局对3起执行案件涉及的土地进行
强制腾退。

2005 年 3 月，安乡县某村委会将该
村20组96亩抛荒的土地以招投标的形
式发包给该村村民袁某、杨某、苏某（均
为该案被执行人），3人各占32亩，租期
为10年。随后，被执行人袁某、杨某、苏
某3人将自己承包的土地开挖成精养鱼
池养鱼。2008年，安乡县政府在国家第
三轮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中将上述 96 亩

土地确权给该村20组村民文某等13人
（该案申请执行人）。土地租期到期之
后，在申请执行人文某等13人没有全部
同意的情况下，被执行人袁某、杨某、苏
某 3 人于 2015 年 3 月续租了该地，租期
同样为 10 年。为此，双方引发了纠纷，
继而闹上法庭。

2016年2月2日，法院作出判决，要
求袁某、杨某、苏某3人腾退某村20组的
土地96亩给文某等13人。

因3名被执行人未履行法院的生效

判决书，2016 年 6 月 27 日，文某等 13 人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受理后，执
行法官依法向 3 名被执行人发出《执行
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并在诉争土地区域
张贴公告，要求被执行人限期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在法院发出通
知、张贴公告后，3名被执行人仍拒不履
行义务。

鉴于此，执行法官多次驱车前往鱼
池所在地，组织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进行
协商，虽然每一次的结果都不尽如意，但

是每一次协调都有效地缓和了双方的情
绪和剑拔弩张的局面。

因双方涉及人数众多，只要有一个
人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提出反对意见，
执行工作就很难开展下去。为防止
执行留下后患，执行法官抓住时机再
一次组织申请执行人代表与被执行
人进行协调。经过执行法官们的努
力，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被执行
人自愿腾退鱼池。1 月 4 日，执行局
干警便前往某村进行强制腾退。历
经 3 个小时，96 亩涉案鱼池里的鱼由
被执行人自行全部清出，土地顺利交还
申请执行人。

该案的顺利执行为安乡法院迎来了
2017 年执行工作的开门红，也打响了
2017年执行工作的“第一枪”。

安乡法院打响2017年执行工作“第一枪”
□本报通讯员 徐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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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回应民调关注，切实增强群众安全感，全力维护社会治安
大局稳定，确保省、市“两会”及元旦、春节期间全市社会治安秩序良
好，从2016年11月23日开始，全市政法机关集中组织开展“回应民
调关注，打击违法犯罪”（代号“雷霆60”）专项行动，为期两个月。目
前，全市在维护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社会治安上取得了突出成绩。

全省公布25家“湖南省规范管理示范律师事务所”

我市3家律师事务所上榜
本报讯（记者 武大为 通讯员 张丕仪）2016年12月

27日，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向全省发出通知，授予湖南
金州律师事务所等25家单位“湖南省规范管理示范律师
事务所”称号，我市湖南合策律师事务所、湖南劲鸣律师
事务所、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榜上有名。

全省共有706家律师事务所，规范管理示范律师事务
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的比例为3.5%。我市共有40家律师
事务所，达省级规范管理律师事务所比例为7.5%，律师事
务所规范化建设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从2013年起，我市就狠抓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先
后推出了湖南劲鸣律师事务所、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湖
南信义律师事务所、湖南合策律师事务所、湖南金州（常
德）律师事务所、湖南先锋律师事务所为“全市10家法律
服务窗口单位”，全市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
全市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规范化管理的律师事务所，如
澧县的湖南城头山律师事务所、湖南澧州律师事务所；桃
源县的湖南凌风律师事务所、湖南独角兽律师事务所；武
陵区的湖南德有常律师事务所等。

暴力抢劫 四人落网
本报讯（通讯员 刘圣鸿 黄敏 吴文启）为霸占市场，

竟对同行实施暴力抢劫。近日，汉寿县公安局龙阳派出
所、刑警大队联手出击，成功破获一起抢劫案，4名涉案嫌
疑人落网。

2016年12月24日19时许，该县公安局龙阳派出所接
群众杜某报警称被一伙陌生人抢走现金26000元。接警
后，民警火速联合刑警大队展开侦查。杜某在汉寿县城
经营净水器滤芯生意，平日驾驶一辆面包车在各乡镇招
揽生意，为安装净水器的农户更换滤芯。当日 13 时，杜
某在洲口镇为客户更换滤芯时，一伙陌生男子声称杜某
抢了他们的生意，不仅围堵殴打他，而且还抢走了现金
26000元。

通过外围走访，民警获知当地村民大多安装了某品
牌的净水器。安装之初，销售人员会告知村民如需更换
滤芯，可直接拨打净水器上的售后电话，经销商提供的原
装品牌滤芯，更有益于延长机器使用年限。然而，当日为
村民更换滤芯的却是另一品牌净水器经销商。

围绕某品牌净水器展开调查，民警初步锁定了该品
牌净水器汉寿区域总经销商王某等人。1月3日、4日，民
警先后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欧阳某某、刘某、毛某抓获归
案。经查，作为某品牌净水器汉寿区域的总经销商王某
为平衡市场竞争，将全县划分为汉寿县城和山区、汉寿湖
区两个销售区域，将售后维护管理分别交由自己的亲外
甥刘某和老乡郭某负责。2016年11月以来，王某经常接
到郭某反映，有人在其管辖区域内私自更换其他品牌的
净水器滤芯，但一直没有找到此人。虽明知没有相关法
律规定不准他人更换滤芯，但想到自己的生意规划被人
打乱，王某始终胸藏怒火。12月24日中午，王某与欧阳某
某、刘某、毛某等人得知郭某抓住偷换滤芯的人的消息
后，立即驱车赶往洲口镇，对杜某实施殴打并抢走现金
26000元。

目前，王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抢劫罪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截至2016年12月28日，市公安局
共查处各种涉枪涉爆案件191起，其中
刑事案件 64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93名，收缴各类枪支1921支、子弹8766
发、管制刀具2130把，以及爆炸物5129
公斤、雷管7272枚、索类爆炸物品7500
多米，极大地消除了社会治安隐患。

行动以来，全市以追源头、捣窝点、
摧网络、断销路为重点，多警种合成作
战，全力开展破案攻坚。市公安局网技
支队充分发挥网络侦查优势，从蛛丝马
迹中及时发现异常信息，抽丝剥茧理出

多条有效线索。得益于此，武陵、桃源、
石门警方分别破获网络非法买卖枪弹
案，收缴枪支9支及大量的配件。

市区两级刑侦部门通力配合，为行
动带来立竿见影的成效。2006 年 6 月
8 日，桃源县刘某国在木塘垸乡因非
法生产礼花弹引发爆炸事故造成 2 人
死亡、3 人受伤后畏罪潜逃，后被桃源
县公安局以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刑
拘上网追逃。在专项行动中，刘某国
被列为省督办涉枪涉爆逃犯，省公安
厅领导先后两次来常德市局、桃源县

局 开 展 专 项 督 导 。 2016 年 12 月 19
日，桃源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在市局网
技支队和海南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
负案潜逃达 10 年之久的涉爆犯罪嫌
疑人刘某国在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
一建筑工地成功抓获。

专项行动期间，市戒毒所积极作

为，深挖犯罪，通过宣传发动与侦查手
段，获取了 3 条涉枪案件的线索，先后
破获3起非法持有枪支案，收缴仿冲锋
枪、手枪共7支，子弹300余发。

下一步，常德公安机关将固化打击
枪爆违法犯罪长效机制，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一是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动员各
方参与，打一场缉枪治爆的人民战争。
二是继续加强清查收缴，综合采取措
施，全面收缴非法持有、私藏的枪爆物
品。三是继续加强侦查打击，充分利用
当前合成作战、情报研判等信息化手
段，全环节、深层次摧毁枪爆犯罪网
络。四是继续加强源头管控，严格枪爆
物品安全监管，最大限度地消除枪爆安
全隐患。

强力整治收缴枪爆物品成效好

法治动态

平安春运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办

整治安 护环境
□本报记者 武大为 通讯员 姚彬 吴林芳

近日，在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的组织下，常德市公安局、德山公
安分局两级公安机关联合行动，
成功捣毁武陵区德景园附近一家
以游戏厅为幌子涉嫌开设赌场的
赌博窝点，现场抓获涉赌人员共
24名，其中游戏厅工作人员3名，
扣押大型捕鱼机2台，狮子连线机
1组（8台），扣押收银电脑一组，游
戏厅监控设备1组，暂扣非法所得
19045元，收缴涉赌赌资9928元。

2016年12月26日，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接群众举报，在武陵区
德景园附近一家动感时代游戏厅
内涉嫌提供带赌博性质的游戏机
供他人赌博，指定立即侦办。接
到任务后，德山公安分局高度重
视，由常务副局长方贻宏督导指
挥，考虑到游戏厅内聚集的人员
众多，指示分局治安大队和老码

头派出所联合侦办。为一举擒获
涉赌人员，治安大队当日立即安
排民警蹲点摸排，做好先期调查。
在清查地形及相关涉赌人员情况
后，将侦查情况汇报给市局支队和
分局领导，经过周密安排部署，12
月27日晚，市局治安支队组织警
力10人，带领德山公安分局精锐
警力 30 人，调度车辆 8 台，分为 4
组雷霆出击赶赴现场进行抓捕。
经询问，涉赌人员和游戏厅工作人
员对自己的赌博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游戏厅工作人员陈某、
罗某、胡某 3 人涉嫌开设赌场已
被 公 安 机 关 依 法 予 以 刑 事 拘
留。其他涉赌人员也进行了相
应处罚。据审查，已获悉游戏厅
老板信息，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
深挖中。

武陵
一游戏厅赌博窝点被联合捣毁

2016年12月30日，常德市律师协会邀请了日本爱好
和平的国际友人、律师一濑敬一郎、木村庸五、浅野史生、
田代博之等外宾就律师的执业理念、价值追求、两国的诉
讼制度和律师制度进行了友善的、详细的、深刻的交流。

本报记者 武大为 摄

收缴非法枪支收缴非法枪支。。抓获逃犯抓获逃犯。。

春运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牟建平）昨日，记者从

市交警部门获悉，今年春运期间不再为全市参与春运的
城乡客运车辆、驾驶人核发春运临检合格证和春运准驾
证，但将着重围绕人、车、路、客货运企业和场站，深入开
展春运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管控，以堵住“病车”和

“问题”驾驶人上路，确保春运平安。
据悉，从1月10日开始，交警部门联合运管、公路、安

监、农机等部门，针对全市参与春运的 3837 辆公路客运
车，787辆城市公交车，1116辆出租汽车以及相关驾驶人进
行大清理大排查，存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且负同
等以上责任的，交通违法记满12分的，有酒后驾驶行为的，
超员20%以上的，高速公路超速20%以上的，其他公路超速
50%以上的，或者12个月内有3次以上超速违法的客运驾
驶人，一律列入“黑名单”管理，禁止“问题”驾驶人上路。针
对全市64家客运企业、26家客运站场、187家货运企业、126
家危化运输企业、22家校车公司和各旅游公司，存在车辆
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交通违法未“清零”、消防器材和
安全设施配备不齐，企业“五不两确保两公示”及“三不进
站、六不出站”告知制度不落实，“常德交警”微信举报车贴
不张贴以及“GPS”24小时动态监控不落实等安全隐患苗
头的，开展大管控、大纠正、大整改，以堵住“病车”“危险
车”上路。此外，各交警大队对春运线路的临水临崖、急
弯陡坡和事故高发路
段进行了大排查，大
治理，并加装警示标
志、减速板、防护栏、
防护墩等安全防护设
施。

1 月 10 日 是 全 国 第 31 个
“110宣传日”。当日9时，“公安
110，为民保安宁”为主题的集中
宣传活动在武陵阁步行城启
动。民警现场热心服务，引导群
众正确使用 110，明确其受理范
围及12345等社会特服号码的职
责。同时，活动围绕“防盗、防
骗、防抢、防火”等重点，提醒群
众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本报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李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