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9日，长沙市三一大道东风路立交桥上，事故车辆被吊离现场（扫下方二维码看现场视频）。记者丁鹏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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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声明
��������本报 2017 年 12 月 19 日 A12 版湖
南省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的债权拍卖公告
地址更改为：长沙市芙蓉中路 429 号维也
纳酒店四楼会议室。 特此声明！

本报12月19日讯 近日，
郴州市消防支队投入1300余万
元新购置的1台48米举高喷消
防车，2台城市主站消防车，3台
大吨位水罐消防车分别进驻特
勤、北湖、苏仙、桂阳、资兴5个
中队，投入执勤灭火救援一线。

据悉， 购置的特勤中队48
米举高喷射消防车， 系三一汽
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 最大工
作高度47.5米， 最大工作幅度
42.5米， 水炮喷射距离达80米，
自带红外定焦摄像头， 具备远
程操控和摄像观察， 适用于大
跨度大空间厂房等灭火救援。2

台城市主站消防车为城区北
湖、 苏仙中队新建队站储备用
车，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
司生产，可装载0.5吨泡沫，4吨
水， 选用大力压缩空气泡沫及
水泵系统， 可有效提供高效灭
火， 减少水渍损失。3台水罐消
防车为苏仙、桂阳、资兴中队车
辆，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
司生产，整车装载18吨水，水泵
流量达100L/s， 可在火场周边
条件限制、 市政供水不足或距
离较远等情况下， 有效解决火
场供水难题。

■通讯员 林思 记者 张浩

本报12月19日讯 今天上
午，记者从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
院获悉，某湖南高校大学生小虞
因犯盗窃罪， 判处拘役六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元。

2016年6月19日，湖南某高
校大学生小虞从他人处得知，一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
代充话费、 代充游戏卡的手机
APP有漏洞，利用该漏洞，在充
话费或者游戏卡时，可以使用其
他软件篡改网络传输数据，然后
修改支付金额，使得实际支付金
额远远低于充值金额， 以此获
利。当日，小虞便开始使用上述
“套路” 疯狂作案。 仅仅一天时
间，就在该电子商务公司的APP
平台上就注册了多个账号，连续
20多次使用软件拦截、修改网络
传输数据，以不出钱或者出几分
钱的价格，分多次为自己和他人
充值话费总计2200元。

法庭上，他对自己利用技术
手段实施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
并当场认罪。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王艳 刘静

19日上午， 娄底交警部
门通报一起恶性交通肇事逃
逸案， 一名84岁老人连遭车
辆碾压致死。

老人雨夜遭两车碾压

通报称，12月14日晚8点
多， 娄底交警直属一大队事
故中队民警接到报警， 一辆
越野车在娄底市209省道石
埠村附近， 从一名老人身上
碾压过去。 民警在接到电话
后迅速赶往现场开展侦查，
越野车驾驶员李某告诉民
警，由于事发时下着雨，灯光
比较昏暗，视线不好，没有及
时发现躺在路面上的老人，
就直接从其身上碾压了过
去。随后，他停车下来查看并
拨打报警电话，同时，他还陈
述， 他的车子开到附近的时
候，老人已经倒在地上了，至
于如何倒地，他并不知情。

民警在事发现场调查时，
有群众反映，事前有一辆面包
车也从老人身上压了过去，但
面包车司机已经弃车逃跑了。
民警通过警务查到面包车驾
驶员系黄某平。 隔天下午，黄
某平迫于向交警部门自首。

摩托车撞人后逃逸

事发现场虽然没有监控，
但遗留了不少碎片。经娄底刑
科所的专家鉴定，里面不少碎
片是一辆二轮摩托车所有。

经调取事发地周边的监
控发现，当晚8点07分，一名
戴红色头盔的男子骑着一辆
二轮红色摩托车从一条小道
往事发地驶去， 这在时间上
高度吻合。民警调查，事发当
晚，刘某斌骑摩托车经过。16
日上午11点30分， 民警找到
了被撞损的摩托车和正在家
中养伤的刘某斌。 刘某斌承
认自己驾车撞倒了老人。

据了解，受害者是86岁的
李某华，涟源荷塘镇人，平日里
轮流住在4个女儿家，由于年事
已高，李某华时常神志不清，曾
多次走失。 家人便将联系方式
和家庭住址写在小卡片上，放
在李某华的衣服口袋里。 事发
当晚，李某华再次离家，毫无方
向感的情况下， 来到了案发地
附近，不幸车祸身亡。

究竟是哪辆车最先导致
老人死亡？目前，案件还在进
一步的侦办之中。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段卓君

本报12月19日讯 不满拆
迁补偿金额， 常德市民田某某
状告常德市政府不履行房屋拆
迁补偿行政裁决法定职责。今
天， 该案在常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 常德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涂碧波、 市国土资
源局局长吴德新出庭应诉。 这
是常德市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
首次出庭应诉案件。

市民起诉市政府

2008年， 常德市政府为万
金障退田还湖项目需要，征收了
田某某的房屋。此后，田某某签
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领取拆
迁补偿费12万多元。 协议履行
完毕后， 田某某以补偿金额偏
低， 且有遗漏补偿的项目为由，
向有关部门信访。2016年12月，
田某某向武陵区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武陵区人民法院审理
认为该案属于涉及历史遗留的
落实政策性质等房地产纠纷，应
由政府相关部门予以裁决，不属
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
围，裁定驳回起诉。

今年7月17日和8月1日，田
某某先后两次向市委、 市政府
主要领导邮寄了《请求解决房
屋征收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
并附有武陵区法院作出的《民
事裁定书》，请求市政府解决房
屋征收历史遗留问题。 市政府
未给予答复。 田某某以不履行
房屋拆迁补偿行政裁决法定职
责为由， 将常德市政府起诉到
法院。

副市长出庭应诉

今天上午， 常德中院党组
成员、 副院长黄天伏担任审判
长组成合议庭， 常德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涂碧波、 市国土资源

局局长吴德新出庭应诉。
庭审过程中， 在合议庭的

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
证、质证、辩论和最后陈述，涂
碧波对原告田某某提出的问题
进行了回复。

涂碧波代表常德市政府
称，通过诉讼可厘清事件脉络、
厘清权利义务， 市政府非常认
可诉讼这一解决问题的方式。
但是，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
禁止。此次案件，通过查阅相关
法律， 没有找到法律的明确授
权条款。此外，市政府作为诉讼
的乙方当事人， 与原告的法律
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将充分尊
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
充分尊重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
判文书。 只要是生效的法律文
书，将坚决执行。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庭审，
合议庭合议后， 当庭作出一审
判决： 田某某就房屋拆迁补偿
问题向常德市政府申请了行政
裁决， 市政府未予答复的行为
违法， 但因常德市政府不具有
相应的行政裁决法定职责，田
某某也未提出要求确认市政府
不予答复的行为违法，因此，对
田某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
持。 法院判决驳回田某某的诉
讼请求。

今年以来，常德两级法院充
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有效监督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采取提出司
法建议等各项措施，积极推动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努力解
决“告官不见官”问题，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率同比提高26.4%。
同时， 与行政机关展开良性互
动， 不定期邀请行政首长旁听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
件， 增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的信心， 提升出庭应诉法
律水平。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陈轶昊 文惠良

案件传真

常德市民状告政府，副市长出庭应诉
诉讼理由：政府不履行拆迁补偿行政裁决法定职责 一审判决：不支持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消防安全“四大行动”》

郴州消防新购六台消防车投入执勤

摩托撞人逃逸，伤者两遭碾压
大学生利用软件
实施盗窃获刑

本报12月19日讯 “这个车
是从哪里开上去的咯。” 今天下
午两点半左右，一辆的士被卡在
了长沙三一大道东风路立交桥
辅道中的人行道上，引来过往市
民好奇围观。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标有
“龙骧”字样的士车头朝西，被卡
在了人行道中间， 车头前挡板已
经脱落， 副驾驶边上反光镜因碰
到了人行道上的栏杆也受损。“当
时车上就驾驶员一个人。”现场一
名环卫工人告诉记者， 当时她在
事发地附近搞卫生刚好看到了这
一幕，“的士是从辅道的人行道由
东往西开过来的， 这边路要比那

边窄一些，司机想加油开过来，就
卡到栏杆里了。”

“的士是为了避让行人才冲
到了窄路上去的。” 另一目击者
告诉记者，当时他骑着电动车跟
在的士后面，“事发地点有个人
字路口， 那边是条上坡的路，要
比被卡的这条路宽，刚好当时有
人从坡上下来，所以的士就冲到
了窄路上去了。”记者注意到，由
于地势原因，这条辅道上的人行
道是是与机动车道分离开的，人
行道要比机动车道高出两三米，
因此整个辅道的人行道都装有
护栏。事发位置刚好在整条辅道
的正中间位置。该条辅道的东边

约2米宽， 而的士被卡的位置仅
1.5米宽左右。

下午4点半左右， 事故车辆
已经被吊离现场。该的士为何会
开上辅道、是否涉嫌酒驾，交警
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 丁鹏志

的士开上人行道“难以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