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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曾妍

为了在高速公路工程项目中获
取非法利益，2015年至2017年两年
间，被告人陈玉冬纠集朱建国、刘理、
李海南、 胡海军等人， 采取殴打、恐
吓、阻工等方式强揽工程，并持刀入
室伤人。

近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
此案，维持原判。经湘乡市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 被告人陈玉冬等5人违反
社会管理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构
成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1年至5年不等。

在壶天，人人都怕他

陈玉冬，又名陈玉坤，绰号“坤妹
几”，1983年出生在湘乡市壶天镇，初
中文化，无业。2005年9月，陈玉冬因
犯抢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6
个月。陈玉冬早年在广东混，是壶天

镇无业人员里面最恶的，带“小弟”最
多，在壶天，人人都怕他。

2015年6月， 湖南益娄高速公路
建设项目壶天镇路段开工。陈玉冬邀
集“小弟”朱建国等人，要入伙蒋某和
傅某管理的搅拌站，往益娄高速十标
项目部运送碎石。蒋某拒绝后，遭到
陈玉冬一顿暴打。

了解陈玉冬是心狠手辣之人，蒋
某和傅某让出一些附属业务。陈玉冬
由此插手益娄高速壶天段上的土方
工程、水稳层的材料、洞渣工程。

此外，双方还约定，搅拌站往项
目部送碎石，每吨向陈玉冬等人支付
“管理费”1元。

2年间， 搅拌站往项目部运送碎
石共计近14万吨。之后，陈玉冬一直
追要“管理费”。

暴力霸占洞渣处理权

为了排除壶天镇香罗山隧道施

工中开采的洞渣堆放带来的潜在危
险，2017年6月，项目部指定蒋某等人
负责洞渣卸载施工。

孙某（另案处理）与陈玉冬合作，
购进洞渣加工再转卖。由陈玉冬负责
处理当地关系， 排除当地村民的阻
拦，确保洞渣运送出去，其从中收取
每吨2至5元运输费和协调费。

为了独占这些洞渣，陈玉冬在没
有授权书的情况下， 高薪雇请朱建
国、胡海军、刘理、李海南等人协调关
系，记数记账并维护洞渣加工现场秩
序。该团伙两次阻工、拦截，采取恐
吓、谈判的方式迫使蒋某与项目部不
能使用洞渣。

半年间， 陈玉冬共收取运输费、
协调费40万元。

2017年8月，因洞渣卸载等事，陈
玉冬纠集刘理、李海南等人携刀闯入
蒋某家，将蒋某砍伤后逃离。

2017年11月，5名被告人先后被
抓获归案。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陈烨

新民学会旧址、忠烈祠、长沙
会战碑、古塘湾地下党支部等红色
遗址遍布四处，黄兴、蔡锷、陈天
华、 刘道一等革命先驱魂归于此，
毛泽东、蔡和森、杨昌济、徐特立等
众多革命前辈留下足迹……长沙
市岳麓区是一片红色的沃土。

去年来，岳麓区从打造区域化
党建平台入手，整合驻区单位党组
织优质的智库、教育、服务资源下
沉，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用红色资
源“富矿”滋养全区党员干部。

红色景点唤醒红色记忆

“1925年《沁园春·长沙》诞生
在这里，今天的宣讲就从这首词开
始……”在橘子洲景区毛泽东青年
艺术雕像前，工作人员文秀以“从
毛泽东诗词找初心”为主题，向来
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宣讲青年毛泽东
的故事。

“我是第二次来橘子洲景区，
较上次简单地走走看看，这次有青
年毛泽东的故事‘加持’，感觉更亲
近、更鲜活了。”来自江西宜春的游
客龙先生说。

“理想信念教育是个系统工
程，必须整合资源力量，打造精品，
才能凸显党员教育的感染力与吸
引力。”岳麓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
部长彭利芝介绍，去年来，岳麓区
聚焦区域化党建工作，建立健全了
区、街道、社区三级区域化党建联

席会议制度，驻区的高校、企业、政
府职能部门等单位党组织与社区
党组织签订协议、结成对子，通过
共建组织、共管党员、共办活动、共
谋发展，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共融共赢，形成区域内党建
共建齐推的整体效应。

橘子洲景区是区域化党建工
作的受益者之一。通过区域化党建
平台， 橘子洲景区联合湖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等驻区高
校的旅游专家，精心打造了“青年
毛泽东” 精品红色旅游路线，重
现了青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
范出发，横渡湘江，在橘子洲头
激扬文字，到新民学会旧址和蔡
和森等论道天下， 再上岳麓山、
登上爱晚亭接受“风浴、雨浴”强
身健体等历史情境 。 在此基础
上， 橘子洲景区还整合资源，在
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塑的底座中，
搭建了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像展
馆，自2018年4月开馆以来，接待
游客10万余人次。

红色故事浸润红色沃土

在梅溪湖街道金茂社区，老党
员刘诗艺的党徽故事几乎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

今年83岁高龄的刘诗艺老人
毕业于清华大学， 曾在国防部、航
天部等重要部门从事科研工作，退
休后一直生活在长沙。

作为一名党龄58年的老党
员，刘老最看重的是刚入党时收到
的一枚党徽，每天都要掏出来仔细

擦拭。但由于年代久远，已经磨损
不堪。 家人要给他买一个新的，老
人却不肯：“党徽这么神圣的东西，
怎能随便买一个更换了事。”2017
年9月，得知小区建立了党组织后，
刘诗艺老人第一时间找来，向党组
织申请更换党徽。

“没有什么比身边人、身边事
更能直抵人心。” 梅溪湖街道党工
委根据刘诗艺老人的亲身经历，开
发出“旧党徽里的大信仰”特色课
程，邀请刘老进社区、学校、楼栋，
与广大居民和学生分享自己的人
生经历及对党对事业的虔诚追求，
深受基层欢迎。

“原以为先进典型离得很远，
没想到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邻居。”金茂社区居民何欢说，这样
的理想信念教育更有说服力，也更
听得进去。

在岳麓区，像刘诗艺这样的身
边典型还有很多：尽情挥洒余热的
老党员李玲、誓死保护堤坝的老党
员李希强……区委组织部组织各
街道党工委将他们的事迹整理成
集，在全区巡回宣讲。身边人的红
色故事浸润了广大党员群众的心
灵，也滋润着岳麓这片红色沃土。

红色品牌焕发红色气质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
辟如登高必自卑。新时代，我们基
层党员，更应该像自卑亭亭名说的
那样，加强党性修养，从近处入手，
从低处入脚，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基
层工作。”2018年12月底， 湖南大

学校内的自卑亭前，湖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龙兵教授，现场为后湖
新村党支部党员们讲授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移动”党课。

“家门口的自卑亭，我去过无
数次， 唯独此次学习感触最深。自
卑亭背后蕴藏的故事刷新了我的
认知。” 一名党员课后在朋友圈晒
出学习感触。

这样生动有趣讲学场景的出
现， 离不开区域化党建工作的助
力。“通过区域化党建平台，我们可
以轻松享受驻区高校优秀师资力
量，引进优质红色教育资源，进一
步丰富我们的红色教育内容。”新
民学会旧址一名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岳麓区用好用活湖南
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委党
校等单位理论研究专家的“红色资
源”， 打造“机关党员大课堂”等
“红色品牌”活动，邀请名师专家
定期去红色景点开展现场教学、
情境授课，提升党性教育的吸引
力和实效性。岳麓山景区依托爱
晚亭等红色景点 ， 邀请知名院
校、 驻湘部队等单位的专家学
者，推出红色旅游发展、十九大
精神、 国防知识等一批内容实
用、通俗易懂、党群喜爱的精品课
程， 成为市区各级单位的“抢手
课”， 流动的红色课堂成为岳麓山
上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据统计，自去年来，岳麓区累
计开展党性教育讲堂70余场次，
轮训机关党员群众2300余人次，
理论宣讲变得更加趣味横生、有滋
有味，焕发出蓬勃的“红色气质”。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 今天是全国第
33个“110宣传日”，公安部决定于2019
年1月在全国开展以“警民牵手110，共
创平安迎大庆”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据
悉，2018年全省公安110报警服务台共
受理群众报警量超过1000万起， 处警
300万余起，接受群众求助47万余起。

湖南公安110是集接处警、 应急指
挥等功能于一体的应急指挥中心。2018
年，“110”完善视频指挥、联勤值守的工
作机制，大力推进全省“一呼百应”“一图
了然”和“一键搜频”可视化指挥调度能
力， 指挥调度初步实现了看得见、 听得
清、指挥灵。创新信息化、标准化的接处

警模式，长沙市、常德市公安机关开通微
信报警服务，开启公众号、小程序、城市
服务多渠道贯通，文字、图片、视频多形
式采集，报警、举报、定位多功能应用的
全新报警模式， 进一步满足市民群众的
新期待与新需求。

不断创新110接处警模式， 实现了
全省14个市级公安机关110与12345平
台的对接联动， 助力公安工作转型升
级， 非警务类求助报警得到有效流转。
2018年，通过110接警席前端引导流转
非警务警情150万余起，110接处警工
作增效明显。全面铺开城市快警，全省
公安机关159个街面快警平台已投入实
战化运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孔奕

24小时连轴运转，365天平安守候，
“110”已经成为群众与公安机关之间的
一座连心桥 。1月10日是全国第 33个
“110宣传日”，长沙市公安局发布数据，
2018年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累计
接听群众报警电话125万余个， 救助群
众6.8万余起。

有效报警仅占约三分之一

数据显示，2018年长沙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累计接听群众报警电话
125万余个，受理群众报警42万余起，仅
占三分之一左右， 其余的都是无效报警
或者骚扰电话。

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民警宋
珊介绍，受理的群众报警中，调处各种纠
纷8.8万余起，为民排忧解难6.8万余起。

宋珊说，约三分之二的无效报警中，
有不少是“奇葩”的骚扰警情。比如，年轻
人玩“真心话大冒险”后拨打110，小孩
子不做作业打110， 男友不愿意见面打
110，喝酒后打110要民警代驾等。这些

“奇葩报警”， 不仅增加了接警员的工作
量，也占用和浪费了警力资源。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谎报警情
者一经查实将被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
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

款。宋珊说，110报警平台是群众遇到人
身财产受到侵害、 需要公安机关救助等
危难时刻的生命线， 希望大家正确合理
使用110，不要恶意骚扰、占用110报警
电话。

微信报警开通4个月， 接警
5000余起

去年9月，有一名女性报警人在长沙
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微信报警平台报
警， 称被朋友以谈工作为名带到长沙河
西某小区，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让离开，可
能实施不轨。

民警教她通过微信定位发送地址到
平台，同时平台下发警情到属地派出所，
第一时间将该名女子解救出来， 避免了
危险的发生。

紧急情况下不方便打电话报警怎么
办？ 报警时对所在位置不熟悉如何解决？
2018年9月10日，长沙市公安局正式开通
微信即时报警服务，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据统计， 微信即时报警平台上线以
来，接警5000余起。其中，报警人通过视
频报警的约占12%，其余是通过文字、语
音或图片等报警。

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负责人
说， 微信报警相对于传统的电话语音报
警， 具备视频报警、 一键发送定位等功
能，能满足特殊情况下的报警求助，拓展
了报警求助渠道。

去年全省“110”受理群众报警
逾1000万起

去年长沙公安110接听报警电话125万余个———

有效报警仅占约三分之一

红色“富矿” 滋养人心
———长沙市岳麓区整合红色资源开展党员理想信念教育

强揽工程项目，持刀入室伤人
陈玉冬恶势力犯罪团伙获刑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孔奕）今天，长沙
市公安局发布数据，去年“96110”
反电诈专线共接受电信网络诈骗
警情1.5万余起，成功止付、劝阻金
额共计1.2亿元。

2018年11月底， 长沙86岁的
退休教授彭某某遭遇一起冒充公

检法的电话诈骗。 在1个多小时的
“洗脑”后，他主动将6张银行卡的
账号和密码都提供给了诈骗分子。
幸运的是，这一诈骗被阿里安全提
前预警，“96110” 反电诈中心在2
个小时内完成研判、紧急出警和上
门劝阻，最终6张银行卡里共计50
余万元的资金未打到诈骗分子的

账户。
2016年8月，长沙公安开通了

“96110”反电诈专线，专门针对电
信网络违法犯罪设立报警服务电
话。长沙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中心（反电诈中心）民警
翟安介绍，“96110”专线不仅实现
了对电信网络诈骗案的接警功能，

还将预警劝阻、紧急求助等功能前
置，形成了事前防范、事中阻断、事
后打击的全链条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新机制。

民警提醒，若遭遇电信网络诈
骗，要及时记下对方的电话号码、电
子邮件、QQ、微信、支付宝、银行卡
账号等信息，并记住犯罪分子的口
音、语言特征和诈骗过程，及时拨打
“96110”报警，配合公安机关开展
侦查、破案和追缴被骗款等工作。

“96110”一年为群众挽回损失1.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