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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8 日凌晨 4 时，鼎城
区玉霞派出所值班室一名自称任某兴
的男子报案。他称前一天下午和朋友
在江南城区“金江南”小区附近一茶楼
打牌，将自己的哈弗小车停放在路旁，
打牌散场以后准备开车回家时发现车
窗被砸，放在车内的 10 万元现金和价
值6000多元的香烟被人盗走。

接到报案后，鉴于案值大，民警立
即展开调查，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监控
视频，并对视频进行反复甄别、比对，经
过连续多个小时的工作，最终将作案人
的落脚点锁定在市城区某宾馆。为能
尽快破案挽回受害人损失，12 月 28 日
下午，民警来到作案人最后出现的市城

区某宾馆，向该宾馆老板伍某（女，现年
47 岁，安乡县人）表明身份说明来意
后，要求伍某配合调查，但伍某却表示
不认识监控截图中的男子。

民警围绕宾馆周边进行调查，最终
证实监控里的作案男子近期一直住在
该宾馆 310 房间。民警再次返回宾馆
直奔310房间，结果发现房间内空无一
人，而床上的被子却还有余热。在民警
的追问下，伍某这才告知该房间住着一
名叫龚某安的男子，而龚某安正是监控
中出现的盗窃案作案人。

伍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怀
疑，经调查证实，就在民警来到宾馆调
查尚未进入房间时，伍某在短短的 10

分钟内与龚某安有过2次通话，伍某通
风报信的嫌疑陡然升级。通过外围调
查证实，监控视频中的作案男子名叫龚
某安，现年 40 岁，鼎城区人，是一名有
多次盗窃前科的吸毒人员，有较强的反
侦查意识。2017 年 1 月 9 日，在市公安
局的大力支持下，民警在市城区将龚某
安抓获归案。

在证据面前，龚某安供述了自己砸
汽车玻璃盗取车内香烟等财物的事实，
同时也承认自2016年11月其就在伍某
的宾馆住宿，当天系接到伍某通风报信
后逃跑至贵州躲避，后回到常德被抓，
但其对盗窃车内10万元现金却是一问
三不知。难道是嫌疑人避重就轻？为

防止出现冤假错案，民警对案件进行了
反复梳理，并对报案人任某兴的社会背
景和经济收入情况展开调查，发现任某
兴所称被盗10万元“没有拆散”的现金
存在明显漏洞。不能自圆其说的任某
兴最终承认，自己被盗的财物只有价值
数千元的香烟，那 10 万元“没有拆散”
的现金被盗纯粹是自己杜撰，目的是通
过夸大损失引起公安机关重视。

案件真相终于大白。1月11日，犯
罪嫌疑人龚某安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
刑事拘留，而任某兴也因谎报案情被处
以行政拘留 5 日。1 月 13 日，伍某因为
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被鼎城区公安局
行政拘留10日。

一起受害人被行拘的盗窃案
□本报通讯员 王建军

市中院2016年度党建工作述职会议提出

将党建工作与案结事了
有机结合

本报讯（记者 武大为 通讯员 粟伟 陈轶昊）为深
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推动抓党建工作责任落到
实处，1月13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2016年度机
关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大会。该院全体干
警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该院2016年机关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取
得的成效进行全面总结。去年，该院提高了党建工作
位置，明晰思路，强化了保障。机关党委书记、党支部
书记真学、真管、真干，认真履行从严治党之责，积极履
行责任。同时该院将党建工作与队伍建设、案结事了、
司法作风有机结合，通过例会调度、专项督查、严格奖
惩抓落实。

就如何做好 2017 年党建工作，会议强调要认识统
一到位。内化于心，增强认同，外践于行，狠抓落实；做
到责任落实到位。列好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问题清
单，明确责任人；做到思想明确到位。以党建促队建，
以党务促审务，以党风促院风；做到问题整改到位。认
真研究，切实解决在党员主体、思想教育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做到考核奖惩到位。充分体现党建工作与案结
事了的有机结合，树立常德中院良好的司法形象和司
法公信。

“群众利益大于天，群众利益无小
事”，这是戴峻峰经常讲的一句话。“雷霆
60”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他带领全所6名
民警，走村入户宣传，在辖区内掀起了浓
厚的“严打犯罪，保民平安”的氛围。

力破冒充燃气公司检测员行骗案

冒充“燃气公司检测员”，专挑乡下
的空巢老人，打着检查燃气安全的幌
子，大肆骗取所谓的“立户费”，涉案金
额共计 36 万元。2016 年 11 月 24 日，戴
峻峰带领的白鹤山派出所民警将这个
诈骗团伙“一锅端”，7 名犯罪嫌疑人全
部抓获归案，刑事拘留，打响了“雷霆
60”第一枪。

2016年11月初以来，柳叶湖白鹤镇
长生桥村里开来了一台面包车，几个人
身穿统一制服，佩戴着工作证，自称燃
气公司派来免费进行设备安检的检测
员。他们逐门逐户地进入农家，为村民
宣传讲解“燃气公司免费检测政策”，随
后以煤气设备老化漏气存在安全隐患

为由更换新的阀门，等到安装完毕，村
民无一例外都会被索要119元的保险金
或是后期维修金，检测员会开具一张由
江西省余姚市万美阀门厂开具的产品
保险卡。

“这些人能言善道，很会说话。”70
岁的村民李奶奶回忆，2016 年 11 月 21
日上午，两名“检测员”来到她家。只见
一人往煤气罐上滴了些洗洁精，硬说是
阀门处漏气，然后快速更换上新的阀
门。“新阀门是免费的，公司今后永久免
费上门维护，而且随叫随到。”另一人拿
着一份保险单称，产品有保险公司承
包，万一出事了赔偿50万元。他随后举
例说，前不久，就有人因煤气泄露后爆
炸致死。老人信以为真，交了119元“立
户费”。很多时候，他们未经户主同意，
就擅自为煤气罐换上了新的阀门，村民
王大爷才买半个月的新罐也不例外。
可真正拨打维修电话时，对方怎么也联
系不上了。

戴峻峰带领派出所民警走访宣传
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他当即感到这
可能是一起团伙诈骗案件，且受害人
多为农村留守群体。在确认燃气部门
从未派出工作人员上门检测后，戴峻
峰迅速集中全所民警、辅警20余人，将
团伙成员当场人赃俱获，并依法对他
们的租住处进行搜查，发现大量自制
的工作牌、信誉卡、保险单、燃气制服、
阀门及账本等。

经初步查实，该团伙7名成员来自
湖南、江西等地。自2016年6月来，他们
时分时合，流窜于鼎城、常德经开区、柳
叶湖以及益阳、宁乡等地多个乡镇行
骗，初步统计已有3000多户村民被他们
忽悠安装了燃气阀门并缴纳了相应费
用，涉案金额达36万多元，该团伙从中
非法获利25万余元。

被盗摩托车物归原主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还没有
来得及报案，你们就这么快帮我们把摩
托车找了回来。”2016 年 12 月 20 日上
午，两名被盗摩托车失主在白鹤山派出
所领回失而复得的摩托车时激动地说
到。而失主还将上书“破案为民，保一
方平安”的锦旗送到所长戴峻峰手中，
以表达由衷的感谢。

2016 年 12 月 19 日晚，白鹤山派出
所在所长戴峻峰的带领下，出动全体民
警、辅警人员，在白鹤山乡猴子巷等主
要交通要道上对过往机动车进行盘
查。行动中，发现两名骑摩托车的青年
男子形迹可疑，所骑摩托车有盗抢嫌
疑，戴峻峰等当场将两人带至派出所执
法办案区审查。经过审讯，最终确认两
人所骑摩托车是刚刚从市区某小区盗
来的。随后，根据车辆信息资料，戴峻
峰很快便联系上了失主，为不影响被盗
失主的工作和生活，第二天他便将被盗
摩托车返还给了两名失主。

农田中飞身扑倒吸毒男

2016 年 12 月 14 日 7 时 25 分，戴峻
峰刚走进派出所大门，身后一个中年男
子十分神秘地拉住他说：“戴所长，新港
村五组的杨某昨晚吸过毒。”

在详细问清情况后，他当即带民警
前往新港村抓捕。真是冤家路窄，半道
上戴峻峰等与骑着电动车回家的杨某
撞了个正着。为不打草惊蛇，戴峻峰等
民警只好尾随其后。不料被做贼心虚
的杨某发现了，他当下丢下车撒腿便
逃，戴峻峰见状不等车停稳，推开车门
拔腿便追，两人一前一后，如百米比赛
般跑得飞快，500 米、300 米、100 米、10
米，距离越来越近，杨某上气不接下气，
仍不甘俯首就擒，眼看只有2米的距离
了，只见戴峻峰一个飞跃，将杨某扑倒
在田中，并在其他民警的协助下将其制
服。

经审讯，现年40岁的杨某2011年因
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2014 年 6 月出
狱。2016年3月又因吸食冰毒和麻古被
公安机关处罚过。13 日晚上，他在“健
哥”介绍的朋友手中购买毒品后，躲在
家中进行了吸食。经现场尿液检测，其
结果呈阳性。杨某对其吸毒行为供认
不讳，还如实交待了“健哥”。

根据杨某交待，戴峻峰带领民警又
马不停蹄，按图索骥分别将介绍人“健
哥”王某和在桃源县漳江镇的毒贩“亮
哥”刘某抓获。

群众利益大于天
—— 记柳叶湖公安分局白鹤山派出所所长戴峻峰

□本报通讯员 吴林芳

我市首届司法系统
心理咨询学术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武大为 通讯员 易泽龙）1月13日，常
德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第四届年会暨首届司法系统心
理咨询学术交流会在市妇幼保健院多功能会议室举
行，来自常德市强戒所、津市监狱、德山监狱、武陵监
狱、白洋堤检察院及全市卫计、教育、民政、商务、人社
等部门的 200 余名心理咨询师、心理工作者参加年会
交流，聆听专家讲座。

此次活动由常德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主办，邀请了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司法部中国监狱理论研究心理
学带头人邓协平和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保
健师邵彩虹举办了监管对象心理矫治实操技术专题
讲座和易术心理剧工作坊团体辅导。

邓协平结合监狱罪犯的心理特点，就如何接访存
在敌对情绪和精神强迫症的受助者、如何设定清晰的
职业行为边界、如何处理咨询过程中的共情等问题深
入浅出地讲授了个体心理咨询的方法和实操经验。
邵彩虹就如何正确运用心理剧技术开展团体咨询，心
理咨询师如何充分认识自己的专业角色，如何提高服
务质量等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互动式讨论。专家们不
仅传授了心理咨询应用技术发展的新方法，而且拓宽
了监狱、戒毒场所心理矫治工作的新视野。

日前，一场戒毒矫治成果汇报演出在常德市强制隔
离戒毒所举行。该所矫治大院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不
时响起阵阵掌声。该所民警职工、医务人员、协警、退休
老干部与近千名戒毒人员借此汇报演出喜迎新年。

本报通讯员 易泽龙 摄

1 月 14 日，市
公安局巡特警支
队三大队民警深
入 警 民 共 建 单
位——常德市第
六中学，开展春节
假期护卫工作，为
学生寒假返家平
安护航。

本报通讯员
罗梓豪 摄

人物小档案

戴峻峰，男，现年 40
岁，二级警督，现任柳叶湖
公安分局白鹤山派出所所
长。在“雷霆60”专项行动
中，仅40天的时间，戴峻峰
率领全所民警破获案件16
起，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11
人，抓获涉毒人员3人，收缴
枪支3支，成功侦破了冒充

“燃气公司检测员”行骗乡
下空巢老人这一社会反响
极大案件。

交警启用集成指挥平台
护航春运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牟建平 刘一力）1月
12日，在S205津市新洲镇路段的公安交通安全执法服务
站，设立在此的交通集成指挥平台报警提示，该路段一
辆湘J76A××号牌小型汽车涉嫌逾期未年检，驻站民警
立即设卡成功拦截该车，驾驶人受到了相关处罚。这是
交警部门首次利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查处的交通
违法行为之一。

据悉，从1月13日春运第一天起，交警部门开始启
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为春运护航。该平台依托全
市辖区国省道上的每个公安交通安全执法服务站“集成
指挥平台”，运用图像二次识别系统，大数据技术手段，
自动识别比对过往车辆号牌和外型等特征，准确锁定假
牌、套牌、逾期未年检等交通违法车辆，确保驻站民警及
时设卡拦截，精准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同时，运用平台
电子地图，对全市辖区主要道路实行网上视频巡逻，确
保春运高峰时段和雨雪天气交通拥堵路段，就近调度周
边警力，疏导保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