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正在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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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江北去注入洞庭湖的弯折处 ，
一座占地达 5 平方公里的屈子文化园已
于 2017 年开放，原本在湘江岸边的汨罗
市水上派出所搬入园内。

这里离汨罗市区 17 公里，工作日游
客稀少。 在朦胧烟雨中，记者找到了“藏”
在园内深处的水上派出所。 踏过秋意浓
郁、满地落叶的庭院，驻足仿古建筑小楼
门前， 这一切颠覆了记者对派出所的印
象。

然而一走进水上派出所的办公室 ，
滴滴作响的接警台、满是防爆盾与头盔、
整整一个大柜子的台账， 熟悉的派出所
的味道又扑面而来。

所长黄铭学介绍， 该所现有 5 名民
警，2 名辅警，管辖区域包括 20 公里长的
湘江水域与 2 个社区， 是一座水陆两栖
的“特殊”派出所。

利剑出鞘，将禁捕进行到底
今年，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分类

分阶段实行禁捕。 湖南省根据《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
案》出台方案，洞庭湖从 1 月 1 日起开启
为期 10 年的全面禁捕。

4 月 28 日晚， 水上派出所联合屈子
祠镇河长办渔政站、 镇巡逻队在全镇范
围内突击开展打击非法电打鱼专项行
动。 当晚，专项行动组共出动执法车辆 6
台、执法人员 20 人，分别对范家园片区、
屈子祠片区以及汨罗江南北堤进行巡查
执法。 执法行动共查处电打鱼违法行为
5 起，现场抓获违法人员 6 人，收缴电机
5 台、网兜 8 只，没收所有非法捕获物。

10 月 2 日， 水上派出所放弃国庆中
秋假日休息， 联合渔政在汨罗江水域就
非法捕捞进行日常巡查， 现场抓获 3 名
男子驾驶机动船在江中心垂钓， 对其中
一名垂钓男子依法行政拘留。 “湖区居民

‘靠水吃水’观念根深蒂固 ，仍有部分人
‘转战地下’，在夜间偷偷摸摸捕捞。 ” 黄
铭学补充。

10 月 11 日凌晨，湘江汨罗段 ，黑黢
黢的江面突然被探照灯划开， 一艘机动
船在宽阔的江波上行驶， 这是水上派出
所联合海事局就非法捕捞进行日常巡
查。

“现在我们的巡查可以说是高频高
密度，加上不断地做宣传，如今非法捕捞
的居民越来越少， 大家都知道不能捕江
里的野生鱼了。 ” 黄铭学翻着台账，满意
地点了点头。

水陆并管，做群众知心人
水上派出所辖区内有 2000 余居民、

300 多名屈子文化园工作人员，“地广人
稀”的特性 、像艺术馆一样的场地 、水上
工作不停歇……其实， 水上派出所在社
区的工作同样细致深入。

今年 9 月， 营田社区张某因为一块
空置菜地发生争执， 张某认为自己早已
播撒了菜种，这片菜地应属于自己使用；

廖某认为自己早等着腾出地来， 他未曾
见张某在这块地上劳作。 双方叫来各自
的亲属进行理论， 一群人说着说着就把
茶杯给摔了，推推搡搡，差点动手。

经过一轮调解后， 双方再次发生争
吵，黄铭学与辅警马家卓不解，看似简单
的邻里矛盾怎么就是不能化解。

他二人又经过两次上门调解和侧面
打听， 才知道两家早年因工作就产生过
龃龉，直到一块空菜地成了导火线。 水上
派出所找到了他二人当年的同事， 解开
心结，最终共同使用这块菜地，一件险些
升级的矛盾平息。 “谁都不知道我们俩是
因为当年的矛盾卡着一口气， 却被派出
所调查出来了， 每次来做工作也是好声
好气的，倒像知心老友。 ”廖某感慨道。

“对待社区居民要转变思路，要有耐
心，这些事不是特别严重的刑事案件，也
不是赤裸裸地破坏生态， 用老百姓的思
维方式，融入他们的生活，接地气才能做
好工作。 ”

水上派出所将风险防控下沉到镇 、

村两级，坚持治安联防，滚动开展矛盾风
险排查化解，最大限度化解在源头、稳控
在当地。 “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希望大家
一想到汨罗就是平安好风光， 全是好印
象。 ” 黄铭学爽朗一笑。

【所长说】

服务基层同样是大事
水上派出所所长 黄铭学

很多人问我， 从刑侦大队调入派出
所， 工作内容从绞尽脑汁破大案变成处
理基层警务，会不会觉得有些无聊？我的
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服务于哪一警种，最
终目的都是予民平安，没有大小之分。基
层派出所的生活看似平淡， 细细品味起
来回味无穷。 每当看着风平浪静的湘江
和这片安宁的辖区， 我的成就感不亚于
办下一件大案。

【百姓谈】

为我们的人民警察自豪
营田社区居民 李琪

我从小随国营农场工人父母从外地
来到这里， 湘江与洞庭已成为我内心最
柔软的存在。 这些年眼看国营屈原农场
改制、屈子文化园兴建、长江禁渔十年之
期启动等变化，见证了很多故事，感到十
分自豪。

我们本地居民不算多 ， 但每逢端
午节龙舟赛这样的大型活动 ，总能见
到水上派出所警察前前后后忙安保 ；
今年 ， 更是被他们如此频繁巡逻 、保
护生态安全的执着所感动 。 他们很忙
很累 ，我们老百姓能做的也只有遵纪
守法 、为 发 展旅 游 业 创 造 条 件 ，让 鱼
米之乡取得新的机遇 。

水上派出所：让“河清湖晏”为汨罗代言
■派出所的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 李艳）近日，岳阳中
院执行局干警历经近 3 个月的摸底调查
与艰难协调， 三桩涉及岳阳市干鲜水果
批发市场数百个门面归属、 总标的 9000
余万元的执行系列案件，宣告执行和解。

在岳阳市干鲜水果批发市场建设过
程中，岳阳某置业有限公司拖欠周某、谢
某建设工程款项 6000 余万元，拖欠西藏
某企业管理合伙公司借款 3000 余万元。
2019 年，周某、谢某及西藏某企业管理合
伙公司相继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相关款
项。 2020 年 8 月， 系列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由岳阳中院执行局办理。

执行人员调查发现， 岳阳某置业有
限公司名下水果批发市场共有 451 个门
面，但绝大部分门面产权状况不清晰，无
法直接拍卖。 同时，根据市里规划，原位
于临港新区海吉星物流园的 150 余户水
果批发业主， 需集体搬迁至干鲜水果批
发市场。

“既要全力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
权益兑现， 也要为经济发展大局提供优
质服务。 ”岳阳中院执行局研究后认为。9
月初， 由岳阳中院公开选定的某司法辅
助机构进入市场进行产权勘察、 现状摸
查。 同时， 岳阳中院向市政府通报了案
情。 市政府高度重视，确定由经开区、市
商务粮食局组成协助执行联合工作组 ，
配合法院开展工作。

经对产权清晰门面数量的综合调
查，评估可变现的总值，以及前期市场已
售门面的尾款收回，总金额已逾 9000 万
元的债权总值。 多次协调后，涉案三方达
成和解， 由三方共同监督置业公司对现
有无瑕疵门面出售及尾款回收后， 再按
约定的债权分配比例予以兑现。

据悉， 法院后期将做好市场门面销
售及尾款回笼的监督工作， 引导存疑门
面产权纠纷进入法治轨道， 协调干鲜水
果批发市场持续稳定经营发展。

岳阳中院执结
9000余万元标的系列案

4月 28日晚，水上派出所突击巡查,�成功震慑了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 牟建平）
从 11 月 16 日起， 常德进入雾
霾天气，空气质量达到轻中度
污染级别。 市蓝天办启动市城
区轻中度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
公安交警和环保等相关部门立
即采取相应交管措施，严禁老
旧柴油货车等“污染车”进城 。
同时，全市各交警大队加强城
乡重点道路交通管控 ，预防道
路交通事故保畅通。

在雾霾天气期间， 按照轻
中度污染天气预警机制制定
的交管措施， 城区各公安交警大队民警
与环保部门执法人员 ， 在每天上午 7:
30—12:00，下午 14:30—18:00 时段内，严
格管控大型货车（持“通行证”涉及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和民生的运输
车辆除外）、柴油货车、冒黑烟老旧车辆
等高污染高排放车辆驶入， 包括市中心
城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江南城区 、常
德经开区和常德高新区在内的限行区
域。 联合执法人员严厉查处闯禁车辆进

城，并对查处的拖拉机、变型拖拉机 、非
法改装拖拉机一律查扣， 对柴油货车等
“污染车”一律劝返。

其间， 全市各交警大队加强城乡重
点道路管控， 在重点路段和桥梁两头设
置雾霾天气警示标志，加强道路巡逻，开
启警灯喊话，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在山
区道路加强车辆通行管控， 利用交警官
方微信微博开展交通诱导， 提醒驾驶人
安全驾驶。

常德交警启动雾霾天气交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