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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雷文明）为有效预防和减少重特大道路交
通事故，按照公安部、省公安厅统一部署，
从今天起，全省公安交警开展集中整治超
速行驶、客车超员、货车超载和疲劳驾驶
（“三超一疲劳”）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 “三超一疲劳”违法行为专
项行动为期5个月，重点整治客运车辆特别

是长途客运车辆、卧铺客车、旅游包车、校
车的超速行驶、客车超员、货车超载、疲劳
驾驶违法行为。省公安厅要求整治期间，各
地要持续不断地对“三超一疲劳”违法行为
始终保持严管力度。要通过警力下沉、区域
联勤联动、交叉巡逻等措施，提高路面见警
率、管事率，形成全省联动、路网联动的整
治态势。

公安交警集中整治“三超一疲劳”

本报11月1日讯 （通讯员 廖玉荣 记
者 刘文韬） 为进一步加大清剿火灾隐患
力度， 动员和发动社会各界群众积极参
与，我省首个火灾隐患举报投诉中心今天
在长沙市消防支队设立。

据介绍， 该中心统一受理长沙市范围
内群众来信、来电、来访和网络邮件举报投
诉火灾隐患， 同时受理并查处新闻媒体曝

光、人大政协提案议案和上级交办、其他部
门移交的火灾隐患。 群众一旦发现火灾隐
患，可拨打电话0731—85550119，或通过发
送电子邮件到专用邮箱 cshzyhjbzx@sina.
com进行举报投诉，中心将24小时受理。 凡
经核查属实的举报， 消防部门将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对经过查实的举报和
投诉，消防部门还将奖励举报人。

长沙设立火灾隐患举报投诉中心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苏春生 杜万勇）“多谢你们啦！ 我活到这把年
纪，终于有了自己的真实岁数。 ”10月26日，怀
化市鹤城区凉亭坳乡蒿菜坪村百岁老人李长
兰接过变更年龄后的新户口簿时，对上门送户
口簿的黄金坳派出所民警连连称谢。

10月13日， 李长兰老人在家人陪同下，
来到黄金坳派出所 （原凉亭坳乡派出所）户
籍室。其家人称老人已经100岁了，可户口簿
上的年龄却只有94岁，致使老人不能领取百
岁老人专项补助金。其家人向民警详细讲述
并提供了能证明老人实际年龄的证据。黄金
坳派出所户籍民警特事特办，按照户籍年龄
变更的要求，详细查阅原凉亭坳乡派出所户
籍档案资料，又驱车百里，来到老人出生地
麻阳高村镇，进行核查，收集了相关材料，最
终确认老人的出生日期为1911年9月21日，
为老人办理了变更审批手续。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
员 周加良 ）10月24日至28日 ，首届 “湖南
省教育改造罪犯工作大讲堂”警察教师教
学比武在长沙监狱举行。

今年初 ， 省监狱管理局在全省监狱
系统开办 “教育改造罪犯工作大讲堂 ”，
根据罪犯的思想与生活实际 ， 及心理与
行为特征， 精选了人生需要学习 、 守法
守规、 爱与孝、 生命的意义 、 脱逃不是
出路等课题， 由各监狱组织警察教师编
写讲义、 课件， 在监内巡回讲课 ， 对罪
犯进行思想教育， 收到了提高罪犯改造

质量、 推动教育改造工作发展的良好效
果。 为集中展示大讲堂成果 ， 省监狱管
理局专门组织教学比武 ， 并通过狱赛 、
片赛的层层选拔 ， 遴选出12名优秀选手
参加在长沙监狱举行的决赛。

决赛中，选手们引经据典、深入浅出、
声情并茂，既有理论的深度，又紧密结合
罪犯改造、思想的实际，表现出了较高的
讲课水平。 许多参加听课的罪犯表示深受
教益、启迪，进一步增强了改造的信心，明
确了改造的方向， 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
怎样处事、怎样在逆境中重新崛起。

监狱系统开办
“教育改造罪犯工作大讲堂”

百岁老人年龄“缩水”
民警热心为其变更

本报记者 李茁
通讯员 颜英华 黄敏

目光像鹰一样锐利，动作像闪
电一样敏捷。罗立杰，个子不高，壮
实机敏，透着一股子刑警特有的干
练。

刑警一干18年，今年40岁出头
的汉寿县公安局副局长罗立杰声
名赫赫：主管刑侦工作以来 ，该局
创下了连续6年命案全破的记录 。
最近，罗立杰被省公安厅授予 “全
省侦破命案能手”称号。

“干刑警，就要善于破案”
“干刑警，就要善于破案，特别

是影响恶劣的命案，还群众以安定
感、还受害人一个公道！ ”罗立杰带
领汉寿县的刑警们，尽最大的努力
实现“命案必破”的目标。

2004年12月27日凌晨1时 ，汉
寿县洋淘湖镇发生一起入室强奸
杀人案，罗立杰与10名侦技人员冒
着鹅毛大雪，赶到案发现场 ，经过
20多个小时艰苦、 细致的工作，发
现在附近一家纸厂打工的广西柳
江县人黄某有重大作案嫌疑。案发
后，黄某不知去向。

当年12月29日， 罗立杰与3名
刑警赶到千里之外的柳州 ， 对黄
某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 获悉黄
某有可能会去柳江县叔叔家后 ，
立即赶往目的地 。 在当地派出所

的帮助下 ， 他们在距黄某叔叔家
不远的地方找到一间房子蹲点监
控。 当时， 白天温度不超过3摄氏
度 ， 晚上是零摄氏度 ， 房间内没
有任何取暖设备， 几个人靠跺脚、
搓手取暖 。 晚上 ， 几个人挤在地
铺上将就睡个觉 。 就这样 ， 天寒
地冻 ， 他们4人中有3人患上了感
冒 。 这一蹲就是15天 ， 功夫不负
有心人 ， 他们最终在黄某叔叔家
将黄某抓获。

2009年8月17日， 朱家铺镇居
民曹某某被人杀死在自家二楼卧
室。 接警后，罗立杰率领刑警大队
全体民警立即赶到发案地，对现场
进行勘查。 死者头部受到重创，随
身戴的金器不翼而飞，室内翻箱倒
柜，一片狼藉。 是谋财害命，还是凶
手故布疑阵？

在罗立杰的带领下，专案组全
体成员在朱家铺镇打地铺 ， 吃盒
饭 ， 全身心投入到案件侦破工作
中。 由于现场经凶手精心伪造后已
遭严重破坏， 有价值的线索少，本
地作案或流窜作案的可能性都很
大，案件侦破难度很大。 罗立杰带
领民警顶着炎炎烈日，展开地毯式
排查，10天内足迹遍布朱家铺镇附
近各乡镇50余个村组。

当年9月12日， 罗立杰根据群
众反映，在调查中发现一名可疑对
象。 几经曲折，犯罪嫌疑人廖金彪
（系朱家铺镇当地人） 终于浮出水

面。 待时机成熟，罗立杰决定对犯
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9月22日下午4
时30分 ，罗立杰带领民警 ，在汉寿
县城一个市场里将廖金彪抓获归
案。 历时35天的“8·17”故意杀人案
终于告破! 事后，警方查明，廖金彪
与受害人相识 ，系见财起意 、谋财
害命。

“维护社会安宁，是我们
的责任”

有一段时间， 在汉寿县城，李
建民等人的名字许多人熟知。 这是
一个涉恶犯罪团伙 ，5名成员性格
暴戾，吃饭时因邻桌有人过来抱怨
了一句 “你们敬酒声音不要太大
了”，就大打出手，并挥刀将其捅成
重伤……在罗立杰的努力下，这个
涉恶团伙最终彻底覆灭。

今年2月10日下午6时多，汉寿
县城某饭店， 一名姓丁的市民在4
楼餐厅和朋友吃饭 。 邻近的包厢
里，一群年轻人在喝酒 ，不时传来
刺耳的笑声和吼声。 丁某和朋友说
话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在忍无可忍
时，丁某走到包厢门口对那群年轻
人说 ： “你们敬酒声音不要太大
了。 ”这句话给丁某带来了灾难。抱
怨完之后，丁某刚坐下 ，从包厢里
冲出几个人 ， 对着他一阵拳打脚
踢，在其不能动弹时 ，对方还抽出
尖刀对着他猛刺。

“维护社会安宁 ，是我们的责

任。 ”案发后，汉寿县公安局成立专
案组，由罗立杰牵头查处该案。 警
方很快锁定嫌疑人李建民等人。 经
过几天搜捕， 有3名犯罪嫌疑人归
案。 但此时，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建
民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 经法医鉴
定，丁某被刺成重伤，所幸的是，经
抢救，命最终还是保住了。 这起案
件影响恶劣，很多老百姓对罗立杰
说，“李建民抓不到，我们哪还有安
全感啊！ ”一时间，汉寿警方深感压
力倍增。

“朗朗乾坤，岂容歹徒猖獗。 追
到天涯海角，也要把李建民捉拿归
案！ ”罗立杰立下誓言，带领人马立
即出发，“不把李建民抓回来，我不
回汉寿！ ”

李建民先跑到长沙，汉寿警方
追到长沙时， 李建民跑到了福建，
警方又赶赴福建。 但李建民仿佛与
警察在玩猫捉老鼠游戏。 当罗立杰
赶到福建泉州时，李建民一下子人
间“蒸发”，不知所踪。 经过认真分
析，罗立杰判定 ，李建民应该逃到
了深圳。 在深圳警方的帮助下，罗
立杰带领民警，通过技术手段确定
了李建民在深圳的落脚地，终于在
今年4月初将其抓获。

罗立杰今年才40出头，但长期
奔波刑侦一线 ，身心劳累 ，头发白
了大半，有同事开他的玩笑：“别人
做领导都会发胖。 你没胖起来，还
把头发弄白了。 ”

侦破命案能手 ———记 汉 寿 县
公安局副局长罗立杰

本报11月1日讯 （通讯员 熊江华 记者
李军）今天，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对刘
友文、张哲铭等32名涉黑涉恶团伙成员判
处刑罚。

被告人刘友文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7年，另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等6项罪名， 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101万元；被告人
张哲铭犯开设赌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5
年， 另犯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7项罪
名， 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
并处罚金20.3万元。 其他23名被告人分别
被判处6年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4名
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并宣告缓
刑，还有3名被告人被单处罚金。

法院审理查明， 从2009年8月至2010
年4月间，以被告人株洲县人刘友文、河北
人张哲铭等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恶势力
犯罪团伙， 在株洲市芦淞区内的居民房
里，以“扳坨子”的赌博方式开设赌场，以
“抽水”（即： 从赢家处分红）、“放点”（即：
放高利贷）、 贩卖高价烟等方式盈利高达
1000余万元；并非法持有 、买卖 、运输 、储
存单双管猎枪、仿五四手枪和钢珠枪等枪
支、弹药，有组织地为赌场提供保护。 同
时， 该涉黑涉恶团伙成员还犯有非法拘
禁、寻衅滋事、容留他人吸毒、贩卖毒品、
敲诈勒索等多项罪行，严重损害了群众利
益， 扰乱和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秩序，影
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株洲特大涉黑涉恶案一审宣判
32名团伙成员被判处刑罚

10月29日， 张家界市永定区官黎坪敬老院， 老人们高兴地拉起二胡， 吹起唢呐， 亮出各自
的唱戏绝活。 为丰富五保老人的文化生活， 该区民政局为24所敬老院添置了新的娱乐设备。

田贵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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