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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
田 通讯员 刘晓芬 陶琛 ）9 月 9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尚
同军、 吴先耀等 23 人犯组织 、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
人等罪一案作出二审宣判，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上诉人尚同
军、吴先耀、伍秀元的死刑裁定，依法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今年 7 月 30 日， 娄底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尚同军、 吴先耀等 23
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故意杀人等罪一案作出一审判
决。被告人尚同军、吴先耀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
罪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被告人伍秀元犯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 、 故意杀人罪等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 对其他被告人分别判处
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8 年不等的
刑罚，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或者罚
金；对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均依法
予以追缴。 一审宣判后， 尚同军、
吴先耀等 9 名被告人不服，提出上
诉。8月 27日，湖南高院院长、二级大
法官田立文担任审判长，在娄底中院
审判法庭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尚同军、

吴先耀等 23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故意杀人等罪一案。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陈佳婧 王薇
罗霞 通讯员 彭吉露

9 月 8 日上午 10 时， 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 并发表重
要讲话。

大会还对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先进集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
进行表彰， 湖南政法系统共有 3 名个人
和 2 个集体接受表彰。 这其中，长沙市公
安局雨花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安
志，永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雷顺
华， 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六监区教导
员李琼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 湖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株洲
市公安局科技与信息化管理支队党支部
获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株洲市公安局科技与信息化管理支队党
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记者了解到， 全省各级政法单位都
精心组织，提前准备，组织集中观看了表
彰大会现场直播，各在岗民、辅警等政法
干警都利用工作间隙 ，通过手机 、电脑、
电视、广播等自发收看 、收听表彰大会 。

政法干警们纷纷表示， 表彰大会和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每个人都备感振
奋、备受鼓舞 ，一定结合工作实际 ，学习
好、领会透 、贯彻实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到工作的方方面
面。

“新起点，新征程，心出发”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总队长夏晓鸥作

为湖南公安的代表之一， 参加了全国表
彰大会， 接受习近平总书记以及其他中
央领导同志的现场颁奖。

说到接受颁奖的那一刻， 他心潮澎
湃：“非常荣幸和高兴， 能作为治安总队
的一分子、 作为省公安厅疫情防控专班
的一员、 作为湖南公安的代表参加表彰
大会。 这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更是莫
大的鞭策和激励。 回想起过去几个月，全
省公安机关在省委、 省政府和省厅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第一时间进入战时状态，
分秒必争、昼夜奋战、逆行而上，以非常
之举应对非常之事，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了公安力量。 ”

他表示，今后，治安总队将以此次荣
誉表彰为新的起点 ,坚守初心使命，坚定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表彰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做到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的“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
么都可豁得出来”，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全力推动治安部门迈上新台阶、作
出新贡献。

谈到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安志被
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东山派出所李杨
中队全体队员都备感骄傲。 “我们决心做
到绝对忠诚 ，绝对可靠 ，绝对纯洁 ，立足
本职工作， 以抗疫斗争的英雄模范为榜
样，发扬李杨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他们说。

“李琼身为监区教导员 ，身先士卒 ，
第一时间报名援鄂，以生命赴使命，令人
敬佩。 她身为一名女儿、一位母亲，舍小
家为大家，用行动彰显忠诚担当。 ”作为
李琼的同事， 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八监区
四级警长刘奕谈到李琼时赞不绝口，“她
说自己只是千千万万平凡的逆行者中的
一员，但在我们眼中，她是身边的英雄 ，
也是我们年轻警察学习的榜样”。

“战病魔，不退缩，共时艰”
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世上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
凡人。 经历年初暴发的疫情，不少公安民
警对这句话深有感触。

作为抗疫期间驻守在毗邻湖北边界
桑植大山深处的派出所所长， 桑植县公
安局芙蓉桥派出所所长王文坚回忆那段
难忘的日子，心情无法平复：“我深知，越
是危急时刻，越能锻炼人。海拔千米的高
度，风雪的肆虐 ，我们只有方便面、发电
机、帐篷，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看着垭口
上飘扬着的党旗， 我和战友们始终坚定
守护着自己的那份职责。 风险和阻力只
会让我们更加顽强与坚定， 我们的队伍
会一往无前。 ”

表彰大会上，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
致敬》乐曲声中进行，当习近平总书记以
国之名， 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
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颁奖 ，向
所有投身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参战人
员致礼时， 相信所有中华儿女无不热泪
盈眶、血脉贲张。

“通过聆听几位获奖代表的发言，我
更加深刻地了解认识到在这场伟大的抗
疫战争中，全国各地基层党组织、医疗卫
生机构、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等所有工
作人员以‘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付出了
泪水与汗水 、真情与温情、努力与拼搏 ，
才取得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双峰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六中队中队长李保辉看完
大会直播后表示。

奋起打赢之志 担当强警之责 砥砺胜战之能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湖南政法干警中引发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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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毒品 从小抓起
9 月 7 日，宁远县桐山幼儿园，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正向孩子们讲解防毒禁毒知识。开学伊始，该县禁毒办联合县公

安局禁毒大队等单位走进辖区幼儿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第一课”活动，通过向孩子们讲解防毒禁毒知识、展示仿真毒品
模具等形式，普及防毒识毒知识，让孩子们认识毒品危害、远离毒品。 通讯员 李萍 杨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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