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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 万 ！

永福警方：

全市首例成功网拍

精准打击违法犯罪 推进平安建设
永福警方向科技要警
力，以大数据支持侦查破
案，实现精准打击违法犯
罪 。往 年 全 县 每 年 发 案
600 起以上，平均每天两
起，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
发案不到一起 。永福警方
推出 “史上最严厉的处罚
规定” ，使 “黄赌毒” 得
到有效遏制，县城已无赌
博游戏机室存在，农村野
外赌场也已绝迹，群众安

记
者
王
文
胜

全感和满意度持续上升 。
日前，记者专程到永福县

摄

进行了专题采访——
—

□本报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周智

实施 “史上最严厉的处罚规
定” ，对 “黄赌毒” 说 “不”
永福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王树生向
记者介绍，为加强行业场所管理工作，遏制
行业场所发生“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
今年 3 月，县公安局召开了行业场所业主
培训工作会议，明确行业场所发生涉黄、涉
赌等违法犯罪处罚规定，并与业主签订责任
书。
处罚规定指出，凡是行业场所发生卖
淫、吸毒和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一经公安机
关调查确认，一律停业七天，第二次再犯重
罚两万元，第三次发案则永久关停。
王树生说：“这是永福县史上最严厉的
处罚规定，行业场所业主追求的是利益，严
厉的处罚措施让业主们不敢铤而走险，有利
于净化社会风气，避免各类案件发生，为推
进‘平安永福’建设夯实良好的社会基
础。”
据了解，往年县公安局对各行业场所及
治安乱点一个月进行两至三次清查行动，今
年规定每周都要开展两至三次例行清查。民
警们频繁的清查行动，对“黄赌毒”以及其
他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有效震慑，压缩了违法

犯罪空间。
赌博是“万恶之源”，永福县警方采取
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今
年初的一天，永福警方在清查中获得线索
后，在苏桥镇一铁棚内查获游戏机赌博案
件，现场收缴各类桌形赌博机 32 台(共计
60 个机位)，抓获涉赌人员 70 人并全部予
以处罚，刑事拘留 6 人，行政拘留 64 人。
今年春节前夕，永福警方抓获了 10 多
个赌徒，涉赌人员不仅被处以罚款，还全部
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不得回家过年，让涉
赌人员及其家属悔之晚矣。据介绍，目前县
城已没有赌博游戏机室存在，农村野外赌场
也已绝迹。
一组案例可展现永福警方针对“黄赌
毒”采取的高压态势。
今年 3 月 26 日凌晨，永福警方根据群
众举报，在县城一宾馆抓获 7 名吸毒人
员； 4 月 17 日，警方在永安乡喇嗒村破获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两起，铲除罂粟原植
物 1601 株，刑事拘留两名犯罪嫌疑人； 5
月 27 日，警方破获一起容留他人吸毒案，
抓获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并当场查获另外 4 名吸毒人员； 6 月 1
日，在该县某酒店将犯罪嫌疑人韦某抓获，
当场查获毒品麻果 26 颗、疑似毒品冰毒 75
克以及吸毒工具冰壶一批等。
据介绍，永福警方在巡逻盘查中，只要
发现涉毒嫌疑人，均要带回审查并进行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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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尿检结果呈阳性的一律送强制戒毒所。
上半年，永福警方还查处了一批卖淫嫖娼违
法犯罪案件。

向科技要警力，精准打击违
法犯罪
永福警方向科技要警力，以大数据分析
研判支持侦查破案，实现精准打击违法犯
罪，使得发案率大幅下降，成为今年公安工
作一大亮点。
今年 2 月春节期间，苏桥镇、永福
镇、广福乡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件。犯罪嫌
疑人多趁村民早上外出忙活时入室盗窃，一
次入村作案少则三起，多则五起。嫌疑人先
试探家中无人，再以破门窗的方式，入室盗
窃现金、首饰。警方研判分析案情发现，嫌
疑人翻动物品不多，呆在室内时间较短，盗
贼对村民藏钱的地方较熟悉，针对性较强。
5 月 27 日，广福乡龙溪村再次发生入
室盗窃案件。警方通过大数据分析调查，终
于锁定了嫌疑人林某。 40 岁的林某是罗锦
镇人，有犯罪前科，曾因盗窃罪被判刑 10
年。 6 月 13 日晚约 9 时，林某在永福县城
一居民小区出现，跟踪的民警立即将其擒
获。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林某供述共入室盗
窃 22 起，涉案金额达 20 余万元。
今年春节前后，永福县城发生多起砸车
窗案，有时一个晚上发生两三起，时间均在

加油站及特许经营权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彭鹏飞)近日，阳朔县人民法
院在网络上成功拍卖一座加油站。此次拍卖以 600 万元起
拍价起拍， 17 人报名， 10414 人次围观，最终经过 191 次
竞价，一竞买人以 2217 万元的最高价竞得，溢价率高达
269 . 5% ，创下该院网拍历史新高。
据了解，本次拍卖系桂林市首例对石化加油站及特许经
营权进行的司法拍卖。拍卖加油站位于平乐县二塘镇某开发
小区，此次法院对该加油站的拍卖包括加油站特许经营权、
设备所有权、土地承租权及构筑物在土地租赁期间的使用
权。
据介绍，此次拍卖缘于几年前的一起纠纷案。申请执行
人广西某公司与被执行人平乐县某加油站，以及冯某因建设
工程合同产生纠纷，冯某还涉及另一股权转让纠纷案。两案
涉案标的本金及利息达 1000 多万元。两起案件在平乐县人
民法院判决生效后，两案的申请执行人分别向平乐县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4 年，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两案指
定由阳朔县人民法院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发现，被执行人冯某无其它可
供执行的财产，且被执行人涉及的债务较多，但其名下有一
个加油站，遂依法查封了该加油站及其经营权。因该加油站
位于平乐县，异地执行给直接处置该加油站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并且被执行人拒不配合法院，设置各种障碍逃避执行。
阳朔法院对此高度重视，由院领导亲自包案，多次到自治区
商务厅调查协调案件。
为提起该加油站及其经营权的拍卖，保障拍卖标的的完
整及其后续执行工作需要，阳朔法院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协同对该加油站进行强制清场。同时，为确保竞拍成功，法院
多次召开法官联席会议，
制定周密的拍卖预案。
最终将该加油
站成功拍出，
涉案标的全部执行到位，
成功执结了两件长期未
结的复杂案件，
有力地推进了
“基本解决执行难”
攻坚战。

凌晨 1 时至 3 时。通过天网调查和大数
据分析，警方确定了两名嫌疑人：林某
(男，罗锦镇人， 23 岁)和韦某(广西鹿寨
县人， 43 岁，吸毒，有多起盗窃犯罪前
科)。 4 月初的一天，嫌疑人韦某现身永
福南雄村，民警将其抓获时，韦正在吸
毒。韦某供认自己共砸车 5 起，盗窃现
金 3000 余元及一些物品。清明节后的一
天，林某落网。据其交代，他从浙江打工
回到永福后，没钱用就砸车盗窃钱财，共
作案 12 起。

加强巡逻防控 ，提升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
据介绍，永福警方以 50 名巡警落实
街面 24 小时巡逻防控任务，以提高见警
率和管事率，大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社
会治安难点、热点问题。
提高管事率，不仅要看巡警抓了多少
嫌疑人，还要看每天盘查了多少嫌疑人。
在巡逻中，巡警发现可疑人员就当场盘
查。通过指挥中心视频等可清晰看到和记
录巡警盘查嫌疑人的情况及人数。如此真
正做到提高巡逻防控效果，让群众有安全
感。
往年 60% 的案件发生在县城。近年
来，由于警方加强打击和巡逻防控，城
郊、村庄发案率上升。永福警方采取工作
措施，动员有条件的村庄和村民装探头，
并在一些行政村组建义务巡逻队、“红袖
标”义务巡逻队。目前，全县已发展“红
袖标”队员 1600 余人。
永福警方还大力推进“地网”建设，
安装“行车卫士”近 2000 台，今年以来
利用“地网”破获多起摩托车(电动车)被
盗案件。同时继续强化“天网”建设，目
前共建设监控点 158 处、安装摄像头 329
个，在村屯建设监控点 14 处、安装摄像
头 16 个。今年第四期“天网”工程又将
新增摄像头 210 个。
永福公安机关同时还加强建设“微天
网”工作，鼓励群众在房前屋后装监控摄
像头，并连接警方系统，为侦破案件提供
线索。据了解，目前全县居民已安装“微
天网”摄像头 5000 余个。
永福公安机关进一步规范接处警工
作，要求反恐警情“一分钟、三分钟、
十分钟”出警到现场，普通警情要求
“一分钟内上警车出警”。同时，利用
执法记录仪全程检查出警情况。通过出
警民警传回的视频，指挥中心随时可查
看出警情况、执法过程，出警速度、服
务态度全程监控，次日回访报警人，有
问题及时查处。
目前，永福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大
队、交管大队车管所、各派出所户籍窗口
均开通手机移动支付平台，同时还提供其
他贴心服务，如免费 WiFi 、便民手机充
电站。这些便民利民措施促进了群众满意
度的提升。

象山区开展
送法进社区活动

▲象山区政法工作者向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滕五四 梅山瑛 文/摄)为
着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象山区建立健全“三官一律”
进社区(村)服务机制。近期以来，象山区政法机关连续组织
警官、法官、检察官、律师深入基层乡镇(街道)、村委(社
区)，积极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村)”系列活动。目前送
法活动已覆盖 1 个乡、 3 个街道办事处、 12 个自然村及 20
个社区，占辖区社区(村)总数的 3/4 以上。
“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采取法律解读、悬挂横幅、发
放资料、讲解常识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充分调动社区群众的
参与积极性，通过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及时
提供法律服务与帮助，排查化解社区居民的矛盾纠纷。

■以案说法

为躲避债务 ，小伙竟要求进监狱

法官：追究了拒执罪不等于可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
□本报记者张苑

通讯员尧丽媛

文巍

“法官，我没有能力还钱，让我进去待
两年吧。”日前，秦某来到临桂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主动跟法官承认错误，表示自己没
有那么多钱，但又不想逃避责任，所以来法
院“自首”。
原来，秦某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被
执行人。 2015 年 12 月，秦某与桂林市某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担保合
同，约定公司出借 15 万元给秦某作家庭开

关
注
政
法
就
是

关
注
平
安
幸
福
生
活

桂林政法微信公众号

支及家庭住房装修，借期 4 个月。借款到
期后，秦某陆续归还 6 万元本金给借贷公
司，剩余借款本金 9 万元则以资金困难为
由未予归还。之后，双方在临桂法院达成调
解协议，约定秦某以分期付款方式归还借
款，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前履行完全部义
务。可到了 2018 年 5 月，秦某仍以资金困
难为由未予归还，某借贷公司便向临桂法院
申请执行。当秦某接到法院执行局的电话
后，便到法院上演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经仔细询问秦某，执行法官终于明白了
秦某这样做的原因。原来，秦某误以为追究

桂林政法微博

中国长安网微博

了刑事责任就可以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所
以心甘情愿进监狱坐两年牢。执行法官耐心
向秦某解释，追究了拒执罪不等于可以不履
行法院生效裁判。
之后，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某借贷公司也
派代表到法院进行协调。经过两小时的交
谈，申请人了解到秦某这两年来做生意亏了
10 多万元，真的没钱可以还债，便同意再
宽限一定的还款时间。秦某和家人也表示尽
快想办法凑钱偿还欠款。
以案释法：
主办此案的法官介绍，在执行过程中，

中国长安网客户端

南天一剑微信公众号

龙胜法官奔波千里

很多被执行人有着跟秦某一样的想法，认
为只要追究了拒执罪，坐几年牢后就可以
不用还钱了 。事实上并非如此 。
法官解释说，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
书具有既判力和绝对的法律权威，并不存
在判刑了就可以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的情
况 。但如果在法院判决前，被告人履行了
全部或部分执行义务，法院可作为量刑情
节考虑，酌情从宽处理 。同时，如果是拒
不执行支付赡养费 、抚养费 、抚育费 、抚
恤金 、医疗费用 、劳动报酬等判决 、裁定
的，法院会酌情从重处罚 。

广西政法微博

维护申请执行人权益

中国长安网微信公众号

构建和谐社会

本报讯（通讯员曾令胜 周功建）“感谢龙胜法院，感
谢法官，千里迢迢只用 2 天时间，就帮我把标的款执行回
来了。”日前，一名热泪盈眶的申请执行人紧紧握着法官的
手，久久不愿松开。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在执行一件涉民生案件中，通
过“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情况，查询到
被执行人在广东省深圳市有银行存款，执行法官立即在网络
查控系统上冻结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由于该银行暂不支
持网络跨行扣划，考虑到案件申请执行人目前生活极度困难
的实际情况，经向院领导请示同意，该案执行团队顾不上连
续几日下乡的疲倦，决定赶去深圳将银行存款扣划回来，以
解申请执行人的燃眉之急。经过两天的千里奔波，法官终于
将被执行人银行存款成功划拨并及时发给了申请执行人，于
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2018 年是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胜之年。龙胜
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不断加大执行力度，强化执行措施，提
升执行质效，争取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

打造平安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