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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隐患路段整改提升居民安全感
永昌街道 G322 线 K58+200-K58+

700M 路段是祁东县的主要交通要道，是
开车通往双桥镇、 溁湾镇等乡镇的主要
通道，也是村民们赶集的必经之路，人流

量车流量巨大。 道路狭窄、路面破损，路
边的荒地被居民用来种菜，堆放杂物，一
直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整改以前道路破烂不堪，下雨天出
门都要穿胶鞋。 早上去街道办事，10 分
钟的路程开车能走 1、2 个小时， 每到春
节、清明、中秋拥堵最严重。 ”永昌街道太
阳升社区主任周波对记者说起整改以前
的双桥岔路口。

群众的投诉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重
视。2018 年，省道安委挂牌督办永昌街道
G322 线 K58+200-K58+700M 交通安全
隐患路段。 针对隐患问题，县委、县政府
组织公安、公路 、交通、住建等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分工,明确整改责任。 邀请专家

对该路段的交通安全隐患进行了专题研
究 , 化解了土地矛盾， 置换土地用于扩
宽路面， 加大了交通标志标牌设施的投
入力度；在路段加装隔离护栏，道路交叉
路口设置环岛，引导车流量分流，疏导交
通；对破损路面进行修复、硬化。

经过整治， 该路段道路隐患问题得
到解决， 现已通过省道安委验收销号 。
“以前路面窄 ，车流量大 ，大货车 、三轮
车、摩托车较多，刮擦事故比较多。 每天
车流高峰期、重要时段，都要安排警力进
行交通管控疏导。 整改后情况有很大的
改善，道路再也没有出现拥堵。 ”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彭志雄介
绍。

“我送快递要赶时间，以前走这条路
堵半个小时算少的。 道路狭窄，村民又喜
欢把东西堆马路旁，开车就怕出事故。 现
在基本不堵车了，路面拓宽了，开车也放
心多了。 ”申通快递驾驶员刘斌说。

9 月 9 日上午，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
路段路面修整一新，路上大货车 、客车 、
小车、三轮车有序通行、畅通无阻。

以问题为导向挂图作战
2019 年 11 月以来， 衡阳市围绕省

委、省政府交通问题整治，按照 “问题导
向、治本扶弱、精准整改 ”原则，瞄准 “人
车路企政”高位风险隐患，采取切实措施
压实“三项责任”，取得了道路交通“保平
安、保稳定”。

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组织开展“集
中行动”77 次， 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 203.52 万起， 其中货车超载 30%以
上交通违法行为 3691 起（其中“百吨王”
83 起）， 农用车、 拖拉机违法载人 1561
起、工程车交通违法 1.12 万起，吊销 114
台违法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注销 78
名违法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整改事故多
发路段 285 处，报废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
废变型拖拉机 2034台， 整治马路市场 251
处，建成 24个校车安全监管平台。对全市 31
家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进行了 45次突击检
查，下发整改通知书 45份。

截至 2020 年 8 月底，衡阳市整治组
共交办隐患整改 379 起，完成率 99.21%；
挂图作战 4368 起，完成率 91%。 全市道
路交通事故起数、受伤指数、财产损失同
比分别下降 7.93%、12.55%、10.97%，较大
交通事故连续 10 个月保持“零发生”，实
现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运行。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陈思 通讯员 徐岳

为了偿还数百万元赌债 ，32 岁的浏
阳男子宾某充当电诈团伙的 “帮凶”，聘
请业务员在社交平台大量发布兼职广
告， 诱骗渴望兼职的家庭妇女添加电诈
团伙微信，假借“刷单”实施诈骗。 受害者
损失数百至上万元不等， 全国受害者达
6000 余人。

居民举报牵出电诈团伙
9 月 9 日，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橘

子洲派出所副所长徐志介绍 ，8 月中旬
的一天， 社区民警在辖区巡逻时被一名
女性居民叫住，该居民声称，居民楼里有
一户人家形迹可疑，“住的人很多”。

经过调查， 警方初步怀疑这是一个
电信诈骗团伙窝点，“连带另一栋楼里的
一户人家，住了几十个年轻男女”。

8 月 26 日， 岳麓分局出动 60 名
警力，将两处电信诈骗窝点捣毁，现场抓
获了以宾某、 王某为首的 22 名嫌疑人，
缴获作案台式电脑 25 台、 笔记本电脑 3
台、 手机 221 台，“现场有 30 多个人，都
是湖南本地人。 有些刚来不久，情节轻微
或者不知情”。

经过审讯，警方得知，两处窝点的头
目，均是 32 岁的浏阳人宾某。 宾某此前

从事广告推广业务， 因嗜赌欠下数百万
元债务。 一年前，为了尽早偿还债务，宾
某铤而走险， 开始为电诈团伙提供受害
者。

宾某通过网络招聘了不少年轻人 ，
大多是 00 后、90 后， 甚至不乏打暑期工
的大学生。

这些 “业务员”按照要求，每天在国
内知名短视频社交平台大量发布虚假兼
职信息，借“网店刷单兼职、工资日结”等
噱头，吸引在家带孩子、有空闲时间的家

庭妇女“宝妈”加入。

全国各地受害者达 6000人
待受害者加入， 业务员们就会推荐

其添加电信诈骗团伙的微信号、 潮信号
（一种社交软件）， 电诈团伙成员则会单
独与受害者聊天， 一环扣一环地实施诈
骗 ，“一开始让宝妈给网店假装购物刷
单，一单返款 10 元。 刷 5000 元本金的单
返款 400 元 ， 有些人就会加大投入 ，但
400 元不会返还，下一单可能就要投资 1

万了。 ”
一旦受害者追加投入， 最后都会连

本带利被电诈团伙“吃干抹净”。 不少受
害者去社交平台投诉、或在微信骂宾某，
“他们都置之不理。社交平台也查封了他
们不少账号， 但他们有办法规避继续发
诈骗广告”。

据悉，该团伙按公司化运作，业务员
每天“上班 ”都要打卡 ，宾某还请了专人
给团伙做饭。 80 后王某则专门管理这些
业务员。

每拉到一个受害者添加电诈团伙微
信， 没有底薪的业务员就能得到 13 元~
15 元不等的报酬，而宾某与电诈团伙结
算的价格则为 45 元。

案发时， 该团伙业务员收入从四五
千元至于上万元不等。 宾某获利上百万
被他用于还债。

截至目前，警方掌握的情况显示，全
国约有 6000 名受害者， 遍布全国各地。
长沙就有 40 余人，受骗金额最大的达 2
万余元，“一般最少都是几百 上千元，多
的上万”。

“在案发前，没法将这个团伙与电诈
团伙联系起来。 ”徐志说，此前就有受害
者报案，但追查难度大，警方仍在追查外
地的“电诈”团伙。

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办理中。

引诱家庭妇女“刷单”赚钱 男子沦为“电诈”团伙帮凶

嫌犯指认犯罪现场。

以问题为导向 紧盯隐患路段整改
———衡阳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交出满意答卷

交警在祁东县永昌街道 G322线 K58+200-K58+700M路段雨中执勤。

整治顽瘴痼疾
安全文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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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见习记者 杨天朗 通讯员 文飞 邓彪

衡阳市祁东县永昌街道 G322 线
K58+200-K58+700M 路段为乡镇交叉
路口和贯穿道路的路口,路面凹凸不平，
道路通行条件较差 ， 逢年过节经常堵
车，过往群众叫苦连天；摩托车、三轮车
及非机动车较多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存
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衡阳市顽瘴痼疾集
中整治工作开展后，路口建造环岛和护
栏分出 3 条岔路口，每天大量车辆在此
汇集，却顺畅有序。 老百姓拍手称赞出
行变得安全又快捷。

2019 年 11 月以来，衡阳市以问题
为导向，紧盯“人车路企政”高位风险隐
患 ，开展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 ，交出
了一份满意答卷。 截至 2020 年 8 月底，
衡阳市整治组共交办隐患整改 379 起，
完成率 99.21%； 挂图作战 4368 起，完
成率 91%。 全市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受
伤指数 、 财产损失同比下降 7.93% 、
12.55%、10.97%， 较大交通事故连续
10 个 月 “零 发
生”，实现全市道
路交通安全平稳
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