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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招

庆新车选中“福牌”
男子醉驾被查

本报5月3日讯 今天，长
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通报一起
醉驾案： 当事人郭某为新车在
车管所进行注册登记， 随机选
中了带有“FU”字母的号牌，郭
某认为是“福牌”，于是与朋友
一起喝酒庆祝， 当晚醉驾被交
警查获。

4月24日晚，郭某（男，岳
阳华容人，31岁）酒后驾驶无
牌沃尔沃小型轿车行驶至长
沙市金星路北二环路口时，被
长沙交警支队特勤大队民警
查获。当场郭某酒精呼气测试
结 果 为 92mg/100ml， 超 过
80mg/100ml即涉嫌醉驾。于
是民警将郭某带到医院进行
抽血，结果为99.4mg/100ml，
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将面临拘
役或者罚金的刑罚，驾驶证也
将被依法吊销，且5年内不得
重新领取。

■记者 虢灿

本报5月3日讯 近日，宁乡
市人民检察院成功监督收监执
行一利用生育作手段逃避刑罚
的女毒贩。

“这个‘老大难’的女毒贩
可算是被收监执行，三年来，悬
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能落地
了。” 宁乡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
察科科长谭棣标感慨到。

女毒贩曾因哺乳未被羁押

姜某，1989年生， 宁乡人。
2014年6月11日， 因走私、贩
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5年。当时，由于其正处
在哺乳期， 宁乡市人民法院决
定将其暂予监外执行。

2014年8月2日，哺乳期满，
理应收监执行， 但是姜某一直
声称如果自己坐牢了， 小孩将
无人抚养。 宁乡市检察院、法
院、公安局、司法局及政府部门
为此多次开会进行商讨， 结合
调查核实的情况， 发现其男朋
友也因为贩毒被抓， 正在服刑，
考虑到小孩将无人抚养，可能产
生新的社会问题，遂没有将其收
监，决定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再次用怀孕逃避刑罚

2016年， 在宁乡市人民检

察院进行社矫检察时，发现姜
某再次怀孕。据了解，社区矫
正期间， 姜某男朋友出狱，二
人立即登记结婚。为了不被收
监，姜某无论是参加矫正对象
集中学习，还是社区服务都将
第一个小孩带在身边。就在即
将被执行收监时，又迅速怀上
第二孩。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发
现这一情况后，立刻向宁乡市
司法局发出检察建议：将姜某
作为重点矫正人员，制定详细
的矫正预案，加强风险管控。

2017年 1月 25日宁乡市
人民法院再次决定对其暂予
监外执行。2017年2月17日姜
某生下二孩。2018年2月2日，
在姜某即将哺乳期满时， 宁乡
市人民检察院迅速向宁乡市司
法局发出检察建议： 收监执行。
2018年2月23日， 宁乡市人民法
院作出决定，对姜某收监执行。
4月27日，在宁乡市人民检察院
的监督下，姜某被收监执行。

“一旦收监，她的两个孩子
怎么办？ 是否会产生新的社会
问题？”这无疑是姜某能否顺利
收监执行的最大难题。 通过多
方协调最后决定： 姜某的两个
小孩由其亲生父亲抚养，姜某所
在乡镇也将提供相应的帮扶。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杨婷 实习生 尹霜

本报5月3日讯 5月3日，
湘潭大学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
布了一则署名为该校保卫处的
情况通报称，5月1日、5月2日
该校两名女生相继被多只流浪
狗追咬， 均被咬伤。 湘潭大学
保卫处通报称，事件发生后，保
安队员携捕狗器具， 在校园内
24小时值班巡逻， 对流浪猫狗
进行驱赶、捕捉。

通报内容显示，5月1日21
时左右， 该校化工学院一女生
在校园内被多只流浪狗追咬，
右手背和腰部两处被咬伤。5月
2日16时左右，该校法学院一名
女生， 再次遭到多只流浪狗追
咬，右腿后侧被咬伤。目前，两
名女生在老师陪同下， 已及时
到医院进行狂犬疫苗注射和伤
口处理， 学生目前身体情况稳
定，已恢复正常学习生活。

“这两天，驱赶了二三十条
流浪狗。”3日下午，记者电话联
系了湘潭大学知情人士张老
师。他告诉记者，流浪狗追咬学
生事件发生后， 学校保卫部门

立即做了紧急布置， 加强保安
巡逻力度， 并在校内学生管理
群发布了安全提示。5月2日保
卫处所有保安队员分组携捕狗
器具， 在校园内24小时值班巡
逻， 对流浪猫狗进行驱赶、捕
捉， 并在校内学生管理群发布
了安全提示。 同时报告公安派
出所安排专业人员协助彻底清
理流浪狗。

据媒体报道， 去年2月，湘
潭大学保安曾在校内捕捉流浪
狗， 遭学校动物保护协会声讨
后停止。对此，张老师解释说，
考虑到学校学生存在饲养动
物、 外来流浪狗易进入校园等
情况， 学校每年都会针对流浪
动物开展2到3次集中整治行
动。

记者还了解到， 经过集中
清理，流浪狗已被捕捉或驱离，
目前校园秩序正常。后续，学校
将继续联合专业人员对躲藏、
逃逸的流浪狗采取措施， 确保
校园师生人身安全。

■记者 杨洁规

本报5月3日讯 今天，长
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一起考生状告人社部门的行
政诉讼案，考生陈东（化名）公
务员考试综合成绩排第一，却
因为在面试时私换抽签序号而
被宣布面试成绩无效。为此，他
将娄底市人社局、 湖南省人社
厅告上法庭， 法院一审驳回了
其诉讼。

在2017年湖南省公务员考
试中， 娄底市考生陈东报考了
娄底市新化县乡镇人员， 以笔
试成绩岗位第一进入面试环
节。2017年6月18日，娄底市人
社局组织面试。在抽签环节，陈
东抽取的序号为9号。同场面试
的还有陈东的一位朋友， 其抽
签序号为38号。 陈东称因其朋
友家中有急事需提前赶回家，
陈东在未向考场工作人员报告
的情况下， 两人私自交换了抽
签序号并参加了面试。 面试成
绩81.3分，陈东的笔试、面试成
绩综合排名第一。

2017年7月7日，娄底市人
社局给予陈东此次面试成绩无
效的处理。 对此， 陈东表示不
服， 于2017年8月14日向湖南
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

2017年8月18日， 湖南省
人社厅受理了陈东的复议申
请。2017年11月6日，湖南省人
社厅维持娄底市人社局对陈东
作出的处理。

2017年12月26日，陈东因
对娄底市人社局处理决定和湖
南省人社厅复议决定不服，将
两机关起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
民法院， 并诉请判令撤销原判
定。

2018年5月3日， 该行政诉
讼案于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 经法院查明： 面试
前， 娄底市人社局向陈东发放
了《面试考生须知》 和《承诺
书》， 陈东在上面进行签字确
认。

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陈
东在面试抽签环节， 私自与他
人交换序号，其行为属于《公务
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办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的
“未在指定座位参加考试”的情
形。依照该条规定，应给予原告
当次该科目（场次）考试成绩无
效处理。 天心区人民法院对此
案作出一审判决： 驳回原告陈
东的全部诉讼请求。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41万元大学生实习
津贴“变脸”员工佣金

本报5月3日讯 近日，湖
南保监局公布了两份行政处
罚决定书， 湖南财智道保险
代理有限公司伪造发放大学
生实习津贴的材料， 实际却
将41万余元津贴用于支付公
司保险代理业务员的佣金，
同时还存在未按要求投保职
业责任保险的情况， 被处罚
款25万元。

公司总经理熊伟明对以上
两起违规事件负有直接责任，
被湖南保监局给予警告处分，
并处罚款8万元。

■记者 潘显璇

首先应避开凶狗。要认识犬种品性，特别要学会辨别
猛犬，如藏獒、罗威纳、牧羊犬、杜宾、杜高等，要避而远
之。眼神凶悍的狗，伤人的可能性也更大，要小心防范。

其次，坚持“五不”，不要寻衅挑逗、不要打骂呵斥、不
要惊慌失措、不要掉头就跑、不要强行抚摸。

另外，遇狗进攻，应站立不动。

两女生校园内遭流浪狗追咬受伤
湘潭大学回应：两天集中清理，流浪狗已被捕捉或驱离

夏季如何有效防止被狗咬伤

怀孕在身被判了刑就不用坐牢？

女毒贩精心盘算生二胎后仍被收监

公务员考试综合成绩排第一为何败诉
私换面试抽签序号，导致成绩无效

“像姜某这样多次利用怀
孕、 哺乳延缓收监的在宁乡市
还是首例。 暂予监外执行是人
性化之举， 法定情形消失后及
时收监则事关法律尊严。 相关
法律规定: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
自己婴儿的妇女， 可以暂予监
外执行。 该规定是对女性罪犯
和婴儿的人性化保护， 但绝不
能成为罪犯逃避惩罚的手段。”

宁乡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
科长谭棣标解释。

姜某在五年的刑期中两度
怀孕、生子、企图利用自己的小聪
明钻“法律空子”，逃避刑罚。在宁
乡市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下，最终
没逃过法律制裁。余下的两年半
时间，姜某将在铁窗内度过，其必
将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应有
的责任和后果。

用生育当“保护伞”行不通

3日上午，随着盾构机破土而出，由中建一局承建的衡阳市合江套湘江隧
道北线顺利贯通，实现了该工程的南北双线贯通。合江套湘江隧道是湖南省第
三条、衡阳市第一条城市道路穿江隧道。 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李佳微 摄影报道

衡阳
“穿江第一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