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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法进校园
交警直属一大队
组织新聘协警培训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刘小满 何娟）4月11日至13
日，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对新补招的8名路面勤务辅警组织开展
了入职前的岗位技能培训，以此确保交通辅警能够熟悉掌握道路
交通管理知识，很好地履行协助路面交通民警管理交通的职责。

整个培训活动坚持理论知识授课与实战实践技能相结合，以
实战实践为主，使其新进辅警在短时间内迅速转换角色，掌握协助
交通民警管理交通的基本技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交通勤务辅助人
员。集中培训结束后，大队将组织考核验收，经考核合格的辅警将
会分配到一线路面执勤中队参加辅助交通管理工作。

“人脸识别”寻亲成功
六旬流浪者归家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陈林）“感谢市救助站工作人员、
市康复医院医护人员和武陵公安分局长庚派出所的户籍民警，让我
们一家团圆。”4月12日上午，来自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的王清明和
妹妹赶来常德，见到离家7年的母亲贾世纯泪如雨下。

据悉，贾世纯原名叫覃世群，现年60岁，原籍在石门县磨市
镇，有智力障碍。2011年2月，贾世纯独自离开益阳的家回石门
老家。“那时我和妹妹在外地打工，她出走时也没有告诉父亲，这
一走就再也没回家了。”7年里，家人四处寻找，还向警方报了案，
但毫无结果。4月11日，王清明接到派出所民警的电话时，他才
知道母亲在常德市救助站。贾世纯是2012年5月在常德街头被
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发现的，因她无法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家庭住
址，市救助站收治后，通过多种形式寻亲未果，最后将其放至托养
机构和康复医院，并给她取名为康群。

长庚派出所户籍民警陈灿称，4月11日，他们办理市救助站
送来的一批身份不明人员上户时，通过人脸识别对比检查发现
康群与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白鹿村的贾世纯高度相似，与其家
属确认后，发现康群就是贾世纯。

“智慧法院”
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本报讯（记者 武大为 通讯员 燕岩山 文左龙）4 月 9 日上
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减刑案件庭审，通过远程科技法庭，在常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和德山监狱审判法庭同时进行，法官依靠
信息化技术，公正高效地完成了公开庭审。这一新型庭审模式，
得益于该院大力建设的“智慧法院”，通过建立减刑假释自动办案
平台和远程科技法庭，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了减刑假释案件审
理的司法公信力。

去年8月，常德中院被湖南高院确定为减刑假释自动办案平
台和远程科技法庭试点法院，并率先在德山监狱建成该系统并运
行。对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法官不必再到监狱派驻法庭开庭，
可以直接通过该系统进行远程视频开庭；同时，该系统实现了网
上立案、分案、阅卷、提讯、开庭、撰写文书、文书签章等功能，不仅
提高了案件办理效率，节约了司法成本，为破解案多人少难题提
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而且该系统可以全程录音录像，实现全程
留痕，推动了减刑假释案件审判流程的公开，有利于提升减刑、假
释案件的司法公信力。

今年以来，常德中院已通过该办案平台办理减刑假释案件771
件。减刑案件中，裁定减刑的有732件，裁定不予减刑的有10件。
假释案件中，裁定准予假释的有28件，不予假释的有1件。

4 月 3 日，市公安局德山分局破获一
起强迫交易案，抓获 4 名犯罪嫌疑人，成
功打掉一盘踞在德山，采取拦车、威胁、
恐吓等手段，强迫购买黄沙、水泥的“沙
霸”团伙。

日前，德山公安分局民警在日常巡
查中接到群众反映称：有人在小区门口
拦车，强迫业主高价购买黄沙、水泥。接
到反映，分局立即成立打击“沙霸”专案
组，并迅速展开调查，通过走访摸排，专
案组马上掌握了该犯罪团伙的犯罪事实
和行踪。

2017 年初，蔡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
组成“沙霸”团伙，采取强行拦车及恐吓
威胁的手段，迫使装修公司及业主只能
从其手中购买远高于市场价的黄沙、水
泥，长期垄断“水滋澜”“盛世佳园”“德山
新城”等小区的砂石生意。

4 月 3 日凌晨，经缜密侦查和周密部
署后，德山公安分局雷霆出击，在德山新
城小区门口一举将蔡某、甘某、王某、曾某
4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刑事拘留，另有多
名犯罪嫌疑人正在抓捕之中。

扫黑除恶捷报频传
□本报通讯员 孙晓波

4 月 2 日凌晨，“3·10”专案
犯罪嫌疑人李某被津市市公安
局民警从缅甸抓捕归案，并押解
回津市。至此，这次跨国大追捕
行动画上了圆满句号。

3月10日22时许，津市市公
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津市城区
某KTV娱乐城前发生一起聚众
持械斗殴案件。接到报警后，津
市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和辖区汪家
桥派出所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当
场抓获7名涉嫌斗殴嫌疑人。

民警通过走访调查获悉，分
别以李某、陈某为首的两个黑恶
势力团伙长期盘踞在津市城区，
且涉嫌多起寻衅滋事案件。而
李某就曾因两次寻衅滋事持刀
伤害他人被判刑，出狱不到两个
月。两个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因
一女子产生摩擦纠纷，于当日下
午在某地进行聚众斗殴，被民警
快速出警平息。当晚10时许，得
知陈某等人在城区某 KTV 唱

歌，李某便邀集7名年轻男子携
带杀猪刀等凶器暗中埋伏，陈某
等人刚走出娱乐城，李某等人便
手持凶器一拥而上，挥刀一顿猛
砍，两帮人当街斗殴，场面十分
血腥。

汪家桥派出所民警连夜对
在逃的主犯李某进行寻线追击，
最终锁定李某于 3 月 18 日逃亡
出境至缅甸小勐拉。3月26日，
津市市公安局通过常德市公安
局、省公安厅、云南警方协调，在
缅甸警方大力配合下，专案组民
警走出国门，展开跨境联合抓
捕。当日21时许，李志奇等民警
通过架网蹲守，在一赌城内，将
主犯李某抓获归案。

经过中缅警方的交接，4月2
日凌晨，李某从缅甸押解回津
市，津市警方正对其黑恶势力漏
网团伙成员继续展开追捕中，陈
某等人已全部到案。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2017 年 10 月 15 日，安乡县深柳镇
某 KTV 场所发生一起聚众斗殴刑事案
件，作案人持枪击伤 2 人后逃离现场。
案发后安乡县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
成立了以副县长、公安局长任立为组
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和深柳派出所
为主的专案组。通过 5 个月的连续侦
查，最后锁定了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某、
李某、钱某、雷某辉等人。截至 3 月 26
日，抓获团伙成员 12 人，其中起诉 4
人，取保候审 8 人，另 2 人已上网追逃，
收缴枪支1支。

2017 年 12 月 2 日，安乡县大湖口
镇码头发生两伙社会人员聚众斗殴
事件。事发后，安乡县公安局高度重
视，开展专案侦查。通过 3 个月的专
案侦查，该案两涉恶团伙主要犯罪嫌
疑 人 周 某 某 、洪 某 等 目 前 已 抓 捕 到
案。以周某为首的涉恶团伙涉案人
员共 11 人，抓获 7 人，4 人在逃。洪某
为首的涉案团伙人员共 10 人，抓获 9
人，1 人在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
侦办中。

津 市 常德经开区

连续作战打击涉恶犯罪团伙

安 乡

市检察院举办
青年检察干警信访接待讲座

本报讯（记者 李白 通讯员 雷蕾 皮雅君）为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加强青年干警的培养，使
青年干警更好地了解基层民情，掌握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全面培
养和提升青年干警服务群众工作能力，4月12日，市人民检察院举
办了检察机关信访接待讲座，为市院全体青年干警介绍检察机关
信访接待相关知识。

讲座从检察机关信访职能及沿革、检察信访接待的任务、如
何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常见信访问题的接待处理几方面详细解读
了检察机关的信访接待工作。

近期，市检察院将全面开展提升青年干警群众工作能力活
动，如每周三指派一名员额检察官到常德市涉法涉诉联合接访中
心值班接访，每周指派一名检察官助理到市院信访接待大厅坐班
接访，建立青年干警跟随信访案件承办人带案下访制度。

4 月 12 日，北京市西城区德胜
街道召开 2017 年德胜地区社会治
理大会暨“德邻计划”项目发布
会。根据市交通委停车平衡示范
区计划，德胜街道拟试点共享停车
位，居民可利用 APP 寻找实时居民
区、路侧等闲置车位。

我国已进入汽车时代，各地城
市的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家庭驾
车出行的比例较高。由于城市道
路交通、公共设施规划滞后，造成
城市交通拥堵、停车难等问题非常
严重，特别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
市，相关问题更是突出。对于有车
一族而言，外出停车的麻烦最大，
耽误时间，耗费精力，还会因为停
车难而乱停车，从而导致违章被罚
款。德胜街道推行“共享停车位”
的方式，可以激活闲置车位，增加
车位供给资源，并且实现车位闲时

共享，更有效利用车位资源，缓解
城市停车难的压力。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大城市小汽车与停车位
的比例约为 1：0.8，中小城市约为
1∶0.5，而发达国家约为 1∶1.3。保
守估计我国停车位缺口超过 5000
万个。数据背后是更严重的冷热
不均问题，停车位缺口主要表现
在城市中心区，市区外围则闲置
了很多车位。因此，停车难问题
也多集中在市中心，特别是商业
区、医院、学校、交通枢纽和老旧
小区等，停车需求旺盛但车位缺
乏，造成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普遍，
严重阻碍交通。

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
36 个大城市的交通违法处罚中，
针对不按规定停车的处罚量占比
高达 13.89%，居各类交通违法处罚

之首。可见，如果能够想办法解决
停车难问题，不仅可以解决市民停
车困扰，还能降低交通违法行为，
改善城市交通秩序，降低机动车尾
气排放和交通噪声污染等。显然，
政府应想办法增加车位供给量，尤
其是在城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区域，
需要在不过度限制市民停车需求
和不占用过多土地面积之间寻找
平衡点。

而盘活存量停车位资源，实现
停车位闲时共享，就是在供给端发
力。比如，通过前期调研发现，德
胜地区约有 6000 个车位晚上可利
用，包括路侧、小区内和一些地下
车库。将这些停车位拿出来综合
利用，通过市场化运营，不仅可以
提高停车位利用率，还能增加停车
位业主收入，降低市民停车费用，
将汽车从道路上引导入闲置车位，

降低城市交通系统的压力，是一举
多得的好事，可以在全国各地城市
推广开来。

“共享停车位”也是基于共享
经济和互联网+应用思维，利用大
数据信息技术，将城市闲置停车位
汇总归纳，让市民通过 APP 就能及
时查询空闲停车位，在提高效率的
同时盘活了社会资源。随着互联
网的全面普及，越来越多的传统
行业将被互联网重新塑造，从而激
发出新的经济动能，刺激新的需求
点。类似“共享停车位”“共享单
车”等应用，都是这样的经营模
式。这说明在经济步入转型升级
的拐点时，要善用新技术、新商业
模式，对传统行业根据其特点进
行改造，就能找到合适的发展模
式，为各种社会问题探索新的解
决方案。

共享车位解决停车难题
□江德斌

4月15日是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常德市公安局武陵
分局在武陵阁步行街喷泉广场举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日活
动。据了解，为打击恐怖主义取得实际作用和效果，凡市民举报
涉恐线索得到查证，将根据《常德市公安局关于公安举报暴力恐
怖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奖励办法》给予人民币最高 50 万元的奖
励。 本报记者 曾玲 通讯员 沙伟 摄

跨国抓获涉黑团伙要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履行好人民法院普法工作职责，健全人民法院普法宣传教育机制，促进校园安
全建设，昨日下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芷兰实验学校开展了“送法进校园”活动，向广大学生普及必要的法律常识，帮助
广大学生养成自觉遵纪守法的良好意识和行为习惯。图为学生们认真听取法官的普法讲座。

本报记者 武大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