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牟建平）
3月30日，“冬春攻势”行动圆满收官。自去
年12月1日该行动启动以来，全市交警部门
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总量504684起。

在为期4个月行动中，市城区交警大
队依托“常德交警铁骑警队”、重点路口交
警示范岗和临时执勤点警力，加强城区
友阿、高山街、下南门和火车站等主要商
业圈及周边道路流动巡逻，加强通往柳

叶湖旅游景区和万金公墓道路重点维
护，采取全天候执勤模式，严管秩序，打
击违法，疏堵保畅；各区县（市）交警大队
以县城保畅、城乡保安为重点，加强国省
道、县乡道以及高速公路出入口车辆流
管控，开启 24 小时全勤模式，实行全路
段巡逻、全时段预警，将警力部署在交通
节点管控，实施交通事故“快勘、快处、快
撤”措施；提高农村地区每个乡镇道路的

见警率和管控率，与当地乡镇“两站两
员”一道，加强农村群众赶集、民俗活动、
红白喜事路段的巡逻，严把出村口、出镇
口，加强对酒驾、三轮车、低速载货车、面
包车非法载客等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加
强安全隐患驾驶人及车辆重点管控，各
交警大队还联合相关部门深入客货运企
业和客运场站，排查清理“两客一危一
校”车辆交通违法“清零”、检验、达到报

废条件情况；督导检查站场“五不两确保
两公示”、“三不进站六不出站”落实情
况，以及 GPS 系统 24 小时对车辆动态监
管情况。

据悉，行动中全市交警部门共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总量 504684 起，现场查处违
法 73012 起，非现场查处违法 257678 起。
其中，查处饮酒驾驶、醉驾、毒驾 25072
起，乱停、乱变道、滥用灯光 90035 起，闯
红灯、闯禁区 31189 起，不礼让斑马线
54249起、其他6268起。全市道路交通事
故起数同比下降29.32%；死亡人数同比下
降44.44%；受伤人数同比下降30.22%；财
产损失同比下降28.13%，无较大事故。

“冬春攻势”圆满收官

4个月查处交通违法50万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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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考火热报名！上班族轻松考取名校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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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下乡办证服务高龄居民
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柏依朴 彭刚）3

月30日，澧县王家厂镇枞阳村90多岁的老人杨国
玉端详着新办理的二代身份证，喃喃自语：“真是把
公安的同志辛苦了，等我能下床走动了，一定去感
谢他们！”

杨国玉身体不好，卧床多年，住在山里，一直没
有办理二代身份证。前不久，王家厂镇派出所民警
下村（居）了解社情民意时，听到镇里几位高龄老人
反映情况，老人们因为没有二代身份证，无法落实
高龄补贴等惠民政策，有的老人又行动不便或身体
不好，要坐车到县城政务大厅公安局窗口办证有点
困难，希望能提供方便。

民警将老人们的诉求汇报给县局人口与出入
境管理大队，大队负责人当即表示：一定派人上门
为老人们办证。

3月13日清早，3位民警带着相机、手提电脑、
指纹采集仪器，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王家厂镇派出
所，来不及喝一口茶，立即开展工作。

采集完前来派出所办证的 5 位高龄老人信息
后，听说枞阳村还有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杨国玉因
病卧床不能前来，3位民警又驱车前往杨国玉老人
家。由于车辆不能开到老人家中，办证民警拎着
设备步行2公里山路，为老人采集了身份信息。

采集完身份信息后，澧县公安局用最快的时间
为老人们办好了身份证，托王家厂镇派出所的民警
将身份证送到老人家中，老人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
二代身份证。

省检察院调研
我市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白 通讯员 雷蕾）近日，省检
察院法警总队相关负责人来我市调研司法警察工
作，并召开座谈会。座谈会提出，司法体制改革正
在进行时，法警支队要不忘初心，保持定力，扎实工
作；要顺应改革潮流，创新司法警察工作职能，结合
常德实际组织履职创新试点；要狠抓作风建设，确
保主动作为，规范履职。

座谈会上，市院法警支队负责人汇报了常德市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工作2017年工作情况以及2018
年工作基本思路。2018年，全市检察机关司法警察
将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检察工作主
题，坚持政治建警，搞好理论武装；坚持业务立警，主
动创新履职；坚持素质强警，注重技能培训；坚持从
严治警，突出作风建设，积极探索司法警察履职新要
求，在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发挥作用。

座谈会还围绕司法警察工作如何适应司法改
革和检察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探索依法规范履职新
途径、当前司法警察队伍编队管理存在问题和对
策、纪律作风建设等主题进行汇报，并提出了相关
意见和建议。

夫妻俩买房后外出务工，回家准备装修时却发
现房屋已有他人入住，怎么办？近日，安乡县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返还原物纠纷案，法院依法判
决占房者腾退房屋。

2015 年 7 月，周某、何某夫妇俩从某楼盘开发
商李某处购买毛坯商品房一套，并办理了产权登
记。办理房产证后，周某、何某即外出打工。之
后，两人回家准备装修房屋时发现已有他人入
住。经打听得知，李某将该房屋抵债给了刘某。周
某、何某多次找刘某协商未果，便诉至法院要求刘
某腾退房屋。

庭审中，刘某认为自己装修并入住诉争房屋是
经李某同意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周某、何某对购买的商品房经依法登记后已获得该
房屋的物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破坏，故支
持原告要求周某腾退房屋的请求。而刘某仅凭债
务人李某的承诺而装修入住他人所有的房屋，于法
无据。据此，法院依法判决刘某于判决生效后15日
内将房屋腾退给周某、何某。

在日常生活中，购买的房屋被开放商抵押给他
人的情况并不鲜见。根据《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
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和转让，经依法登记，发生效
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房屋所有权归谁所
有的评判标准就是谁进行了过户登记，即“谁登记，
谁拥有”。同时，也提醒广大购房者，在签订购房合
同后应立即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预告登记，这样，
可在出现争议时取得房屋的优先权。

（作者系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 顾关）

商品房卖了又抵债
谁才是真房主？

▶审理

▶法官说法

默哀、献花、植
树……4月2日，市公
安局、市民政局等单
位来到白鹤山万金
陵园，在常德烈士纪
念碑前开展公祭活
动 ，向 烈 士 敬 献 花
篮，共同缅怀人民英
雄。图为市民政局
工作人员依次献花。

本报记者
陈欢

通讯员
伍振 吴开清 摄

近日，津市市人民检察院毛里湖国
家湿地公园派驻检察室在履行职责中发
现，毛里湖周边 8 名村民违反该市关于
禁止在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天然水域
捕捞河蚌的相关规定，擅自下湖捕捞河
蚌多达 500 多公斤。滥捕贝类的行为会
对该区域内的水生态环境和渔业生态
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获悉线索后，该检察室负责人立即
与毛里湖派出所联系，及时掌握案件情
况。经调查，虽然被捕捞的蚌类（贝类）
水 产 品 总 量 达 到 了 刑 事 追 诉 标 准 的
500 公斤，但是 8 名村民并非共同犯罪
行为人，单独计算数量均未达到刑事
追诉标准。毛里湖派出所决定不予立
案，并将该线索移送相关行政执法部
门处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毛里湖
国家湿地公园的行政执法权归属问题

比较复杂，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一直未
能采取有效措施。

检察室负责人将情况向津市市检察
院进行了汇报：“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的
行政执法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妥善解
决，这是今年津市市人大的一号议案，我
们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一定要护卫地方
的绿色发展大局。”

经过该院的积极努力，目前，该案已
经在常德市人民检察院的支持下，作为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予以立案，并针对毛
里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资源遭受侵
害的违法行为发出检察建议，督促相关
部门建立长效工作机制，积极开展湿地
保护执法。

据了解，2017 年 5 月，津市市检察院
成立了湖南省首个河湖生态资源检察
室，通过创新性地在民行科加挂成立生

态环境资源检察科，统一办理涉及生态
环境资源保护的刑事案件和公益诉讼案
件，为保护国家湿地公园添上了一双监
督“鹰眼”。它的工作职能主要包括：办
理涉及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刑事案件的审
查逮捕、审查起诉和相关刑事诉讼监督
工作；办理涉及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公
益诉讼案件以及环境资源领域行政执法
和刑事司法衔接等工作。

这一创新举措，既有利于整合优化
司法资源，使检察机关生态环境资源检
察工作统筹高效推进，更有利于检察职
能的充分发挥。

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朝阳介绍，
津市检察院挂牌成立生态环境资源检察
科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资源
环境，回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
期许，实现检察机关对生态环境资源类

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津市检察院将
以此为契机，加大对破坏生态资源环境
犯罪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
公益诉讼职能，进一步提升检察机关保
护生态环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和水平，助力“两个百年伟大梦想”！

一双“鹰眼”守护国家湿地公园
—— 津市市人民检察院派驻检察室积极履职推动行政公益诉讼

□本报记者 李白 通讯员 叶助宏 黄少勇 实习生 莫婷

神面卣，又名作氒宝尊彝卣，据介绍，这件神面卣在
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

上世纪90年代初，神面卣在海外悄然面世，成为各国
收藏家们争相购买的目标，最后被日本一家博物馆以高于
欧洲收藏家很高的价钱买到。然而，戏剧的是，当神面卣
去到日本后，便有谣传说这件青铜器是赝品。买到神面卣
的日本收藏家寝食难安，遂将它送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和美
国纽约等地测定。现在神面卣上的几处小眼便是当时测
试提样留下的。测试结果证实神面卣的确是西周早期的
青铜器，只可惜历经千载而完好的神面卣，因为流言蜚语，
身上平白多出几个洞，让人心疼不已。

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先生和前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先后上手鉴测，认为此器不必
使用碳14或热释光机测，单凭其形态和纹饰皮壳，即可定
为西周器物。两位先生认为：这种神奇诡异的造型，是令
人难以想象、无法臆造，更是难以制作的。最终，马承源先

生力排众议，力荐保利集团重金买下。1999年8月，在海
外友人的大力帮助下，神面卣回到了中国，目前由保利艺
术博物馆收藏，经国内青铜器专家会诊鉴定，神面卣造型
奇特，艺术水平极高，是西周早期青铜器中的珍品。

神面卣，又名作氒宝尊彝卣，是3000年前西周高级贵
族所拥有的青铜礼器。外形特征：通梁高33.8厘米，器高
16.4厘米;口径长14厘米，腹径长19.6厘米，底径长15.2厘
米，重量4.23千克。

面卣器身中央部位伸出一个貘首，貘是一种食蚁兽。
圈足部位装饰有龙，龙首居中前凸，龙身左右延展，与提梁
上的双身龙交相呼应。专家认为，卣上的神面是当时人们
心目中最高的神——天帝，而龙、枭、貘及怪兽等则是“天
帝”属下掌管各方的神怪。神面卣对于探索古代神灵信仰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蹇贲）

神面卣器身小孔竟为后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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