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逃17年 命案男无证酒驾落法网
持刀刺死四川一执法人员 潜逃湖南生育两孩 卖苦力养家糊口

A08 市州新闻

本报12月18日讯 常德市军休
所是服务军队离休退休人员的专门
机构，确保军休人员安度幸福晚年，
针对前些年服务工作中存在的不作
为、慢作为等问题，近年来该单位创
新开展“三个一”建设，努力实现责
任军休、满意军休、幸福军休、和谐
军休。 军休人员及遗属对干职的
满意度明显提高。

所谓“三个一”，即“三人联一
片”， 全所15名干部职工分成四个
组，分四片共联系92名离退休干部
及遗属。“一人学一技”，每个干职学
习书画、歌舞、门球、气排球、社会
学、 心理学等一门以上技能。“一片
解多难”，每个片组及时解决服务管
理对象实际困难。

近几年来，为推动“三个一”建
设落实到位， 常德市军休所建立健
全三个机制：一是目标机制。通过收
集信息，加强精神服务，加强文体服
务等各项工作。 对以上任务细化到
每个组、每个人，实行目标管理。 二
是评议机制。 每年由军休人员对干
职进行民主评议， 就干职的服务态
度、服务质量、服务效能进行具体评
价。三是奖惩机制。将干职参与“三
个一”建设的情况作为工资待遇、评
先评优的主要依据。 民主评议不合
格的， 实行评先评优一票否决。
通过开展“三个一”的建设，全所干
职服务作风明显改善、 工作积极性
与责任心明显增强， 军休人员及遗
属对干职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曾祥敏

2017年8月1日， 湖南省
电费正式上线微信钱包内的
生活缴费， 将覆盖整个湖南
省，全省人民足不出户即可实
现网上交电费。

湖南省电费微信缴费是
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与湖
南省银联商务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国网电力湖南分公司
合作开发的便民缴费项目，让
缴费实现从线下到线上的转
变。

从前，市民交电费只能通
过去代收点或者签约银行代
扣， 排起队来时间又长又麻
烦，湖南省电费微信缴费上线

后， 只需要打开微信生活缴
费， 选择电费输入缴费户号，
即可轻松完成缴费， 无需排
队，随时随地自由缴费。

光大银行多年来致力于
打造“网络里的光大银行”，其
中网络缴费业务发展迅猛，光
大云缴费平台是目前全国最
大的开放式网络缴费平台，支
持全国约2000个缴费项目，支
持微信支付宝及各家银行卡。
光大银行始终用开放的心态
拥抱市场，将客户放在第一位，
做有光大特色的普惠金融。

■杨大春
经济信息

■记者 虢灿 张浩
通讯员 牟建平 成浩

本报12月18日讯 满身
酒气，没有证件，开着三轮摩
托车被民警拦下， 拒绝透露
个人信息，称“记不清了”。谁
也没想到， 这名神秘的男子
竟然有命案在身。近日，常德
鼎城交警大队在交通安全
“冬春攻势”行动中，查处一
名重案逃犯。

酒驾查出“三无”司机

12月5日下午，常德鼎城
交警大队在善卷路开展“冬
春攻势”行动，一辆由德山方
向驶来的湘J牌照三轮摩托
车企图冲关逃避检查， 民警
当即将该车拦停， 发现驾车
男子满口酒气， 经呼气式酒
精检测， 结果显示其血液酒
精含量为 42mg/100ml，涉
嫌饮酒驾驶违法，且该男子
无法提供机动车驾驶证或
任何有效身份证明，民警依
法将该男子控制并带往当
地派出所以作进一步调查
处理。

面对民警的反复询问，
男子自称名叫王永松， 四川
人，十几岁便离开家乡流浪，
沿路乞讨来到湖南常德，在
江南城区依靠踩三轮车送货
为生，现已娶妻生子。民警核
查发现，“王永松” 在江南城
区已经居住、务工十多年，其
所述生活、 务工情况也基本
属实，但其没有身份证，没有
结婚证，孩子也没有户口，所
有能证明其身份的资料统统
没有。

为查明其真实身份，办
案民警在采集“王永松”基本
信息后， 由其妻子担保释
放。随即，将采集的嫌疑人

员信息上报区公安局网安
大队展开调查。

追逃网牵出17年前命案

12月13日， 在省公安厅
的支持下， 查明王永松是化
名，其真实身份为唐某坤，是
重庆警方2000年11月上网通
缉的命案逃犯。12月14日上
午8时许， 民警在江南城区
“捌海公馆”小区附近将唐某
坤抓获。

经查证，2000年11月6
日， 经营小超市的唐某坤在
骑摩托车贩烟的路上， 突遇
当地烟草稽查执法人员设卡
检查， 唐某坤骑摩托车载着
儿子冲关时摔倒， 恼羞成怒
持刀刺向执法人员， 造成执
法人员一死一重伤， 唐某坤
随即潜逃。17年来，唐某坤改
名换姓， 先是逃到云南一亲
戚家躲藏， 并与一贵州籍女
子孙某同居。2003年，在得知
重庆警方到云南追逃的消息
后， 唐某坤和孙某辗转来到
常德， 在桥南找了一个落脚
地。由于不敢透露身份信息，
唐某坤只能找拖板车等苦力
活干。 由于唐某坤表现得忠
厚老实、做事勤劳肯干，很快
获取了周边人的信任， 当地
一涂料厂老板看到他们夫妻
老实勤快， 便将其招进厂工
作，并给了较为丰厚的提成。
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后，唐
某坤便在桥南租赁了门面和
住房， 并陆续生养了两个小
孩， 生活逐渐好转。17年来，
唐某坤从不使用任何身份证
件，也从不进出酒店、机场等
公共场合， 想方设法逃避公
安机关检查。

目前， 常德警方已将相
关情况通报给重庆警方，该
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

本报12月18日讯 日前，
市民黄女士向三湘都市报反
映，近期，有小偷趁长沙县第
七中学学生熟睡爬厕所窗户
进入寝室进行盗窃，有明显的
作案痕迹， 学校也不愿调查，
“事后学校反而责怪学生保管
钱财不当”。17日下午，记者就
此事进行调查。

黄女士是长沙县第七中
学的学生家长，上周她送女儿
读书时无意中得知， 前不久
有小偷趁学生熟睡爬厕所窗
户， 进入了女儿隔壁的寝室
进行盗窃， 其中一名同学被
盗了800元现金，宿舍二楼仍
留有盗窃痕迹，但学校不愿进
行调查。

“学校还说是学生保管财
物不小心。”黄女士告诉记者，

女儿说以前多个宿舍出现过
类似的盗窃事件，不少同学现
金被盗，金额在几百元不等。

12月17日下午，记者进入
校园， 门口保安并未阻拦，也
未进行登记。“今年只发生了
这一起盗窃事件。” 该校分管
高三年级的副校长谷臣彪介
绍，学校历来重视学生宿舍安
全问题，一个宿舍外面就有三
道门，安保很强，“不存在经常
被盗的情况。”

“我们通过监控没有看见
任何一个外人进入寝室。”谷
校长表示，不排除个别学生思
想不纯引起的。考虑到高三学
生学习较为紧张，所以学校没
有报案， 以免影响学生们复
习。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本报12月18日讯 为做
好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提高企业自防自救能力，近
日， 湖南省株洲市公安消防
支队组织北京汽车株洲分公
司1500余名员工开展灭火救
援演练。

“二工厂总装车间OK线
加注管路泄漏着火， 请求救
援。” 演习在北汽株洲基地二
工厂正式拉开序幕。该厂安全
工程师第一时间发现警情，迅
速就近按下报警按钮，并组织
员工开展初期火灾扑救。 消
防控制室值班员立即启动灭
火应急疏散预案，并向119指
挥中心报警。全厂声光报警骤
然响起，消防广播发布全厂疏

散信息，员工在安全负责人的
引导下，利用衣物或毛巾捂住
口鼻，快速、有序地通过消防
通道进行紧急撤离。

119指挥中心迅速调集3
个中队、10台车、60余名官兵
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支队全
勤指挥部遂行出动。 消防官
兵到达现场后， 第一时间成
立了火灾现场指挥部， 在确
定被困人员全部疏散之后，
进行内攻灭火，半小时后“大
火”成功扑灭。此次演练进一
步提高了企业内部联动、快
速反应、 整体协调配合处置
相关突发火灾事件的应变能
力，达到预期效果。

■通讯员 杨洋

《消防安全“四大行动”》

株洲北汽基地1500余员工
开展灭火救援演练

宿舍被盗，反称学生保管钱财不当？
学校：安保很强，不存在经常被盗的情况

上微信缴电费，光大云缴费平台更轻松

强建设改作风
常德争创和谐军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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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嘉禾县塘村镇尹郭村，村头古樟树与水塘交辉映衬，为冬季的乡村增色添彩。这棵樟树已有200多
年的历史，斜长在水塘边，树高15米，树冠横跨30余米，树幅覆盖面积达200多平方米，树干垂下，枝繁叶茂，常年将
水塘盖住，犹如一把太阳伞，成为当地一道独特景观。 黄春涛 摄

一棵大树成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