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速递

岳阳楼公安快速破获系列跨省流窜砸车玻璃盗窃案

本报讯 （通讯
员 龙柯彤 ）1 月 11
日 ， 怀化市公安局
鹤城分局城南派出
所抓获一名涉嫌多
次在某中学内实施
盗窃的校园大盗杨
某某 ， 涉案金额达
4000 余元 。 1 月 12
日 ， 该中学老师代
表全校师生为办案
民警送来一面印有
“雷霆出击 ，破案神
速”的锦旗致谢。

日前 ， 城南派
出所接到辖区某中
学报警 ， 称该校有
多名学生的财物在
教室内被盗 ， 被盗
金额达 4000 元。 接警后，城南
派出所迅速组织民警开展侦
查工作，对案发现场和人员进
行勘查 、调查 ，并对学校内外
及周边进行走访摸排，发现一
名男子经常半夜开车来到学
校，将车停在学校围墙外后翻
墙进入学校实施盗窃，得手后
再驾车逃离现场。经过侦查人
员研判，确定了车主身份及落
脚点。 5 天后，经过布控，民警
将藏匿着的嫌疑人杨某某抓
获归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
某为盗窃前科人员，没有正式
工作和生活来源重操旧业 ，1
月 6 日 、1 月 7 日 、1 月 11 日
凌晨驾车前往学校实施盗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某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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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项亮点工作走进全国前列
“数”读 2021 年湖南公安交管工作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杜巧巧
通讯员 邓彪

过去一年，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全力
以赴防风险、压事故、保安全、护稳定 ,有
效实现了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
人数“三下降”和群众获得感、安全感、满
意度“三上升”。 更好回应了人民群众新
期盼,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南。

2021 年， 全省发生亡人道路交通事
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8.85%
和 8.99%， 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零发生。
株洲、湘潭、岳阳、张家界、怀化 、娄底等
6 个市州较大事故零发生。 交通问题顽
瘴痼疾整治、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大数据
执法监管、高速公路重点车辆管控、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等 10 多项亮点工作走进
全国前列。

过去一年，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全力

推动部门协同共治， 努力提升风险防控
能力，持续巩固严管高压态势，全面服务
社会发展大局。 全省集中整治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 300 万余起， 办理危险驾驶案
件 1.6 万起，刑事拘留 5000 余人，行政拘
留 1.3 万人，推动相关部门淘汰 800 公里
以上客车、57 座以上大客车、卧铺车 228
台，注销牌证变型拖拉机 11.3 万台，整改
风险路段 7000 余处、排查整改存在大吨
小标风险隐患企业 66 家 ，提醒、约谈及
挂牌督办维修企业 91 家，严格落实户籍
化管理、常态化清零 ,重点驾驶人按期换
证率、审验率始终保持在 98%以上 ,全省
“两客一危一校 ”、重型货车 、重型挂车 、
校车、面包车检验率、报废率均高达 99%,
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超过 600 万辆。 春
运、“两会”、五一、国庆、中非经贸博览会
等重要节点日均出动警力 2.6 万余人
次 、启动交警执法站点 1400 余个 、设置

临时执勤点 5000 余个。 稳步推进老旧机
动车辆淘汰工作，5815 辆老旧机动车全
部淘汰， 查处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 1.7 万起， 重中型货车违法
闯禁 20.6 万起。

这一年， 全省各级公安交警部门梯
次推进交通事故预防 “百日攻坚”“戴帽
工程” 等 28 项无缝衔接的专项整治，特
别是扎实开展“一盔一带”治理 ，城市道
路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戴帽率由去年的
30%提升到 90%以上。

2021 年，湖南高速交警持续深化“客
危货”平台实战应用，现场查处重点车辆
疲劳驾驶 1.1 万余起、违法停车 6.6 万余
起 ,严厉打击涉高违法犯罪 ,协助侦破刑
事案件 28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1 人、缴
获毒品约 24.6 千克，有力策应了扫黑除
恶等公安专项工作。 全省公安交警联合
多部门查处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13 万余

起， 依法吊销超限超载 3 次以上货运车
辆营运证及货车驾驶人从业资质证 305
起,查处校车交通违法 5900 余起,高速交
警查获并移交非法营运车辆 3600 余台
次，形成了强大的联合执法震慑。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在 2021 年深入推
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12项公安交管便民利
企措施落地，327个机动车登记服务站、358
家销售企业核发临时车牌， 累计为 1700余
万注册用户办理网上业务 8600 余万余笔，
发放电子驾驶证 188万余本，线上处理轻微
交通事故 20余万起，有效增进了民生福祉，
优化了企业营商环境。 联合媒体曝光违法
突出 “两客一危 ”运输企业 152 家次 ，违
法突出“两客一危”车辆 139台次，终身禁驾
人员 408人。 推广交通违法有奖举报，高
速交警共收到群众“随手拍”举报 15.6 万
余起，发放奖金 307 万余元，调动了广大
人民群众监督交通违法的积极性。

本报讯 （通讯员 邱力伦 ）近日 ，湘
潭交警支队岳塘大队五中队接到指令
称，湘潭大道与迅达路口有一辆小车发
生自燃，情况紧急。

接警后，中队民警袁术清带领辅警
孟刚华、张万师携带灭火器材火速赶至
现场。 由于风势较大、火势凶猛，燃烧的
车辆不时发出爆炸声，情况十分紧急。

为避免引发 2 次伤害，袁术清带领
辅警一边对现场道路进行临时管制，一
边拿出灭火器进行处置 ， 阻止火势蔓
延。 经过快速有效地处置，火势得到基
本控制。 随后执勤民警和赶来的消防员
一道将火势完全扑灭 ， 及时排除了险
情。

隐患排除后，驾驶人连连道谢。 因
发现早 、处置快 ，此次事故并未造成人
员伤亡。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杜巧巧
通讯员 李娅）近日 ，岳阳楼警方侦破系列
跨省流窜砸车玻璃盗窃案。仅用 4 天时间
破获该案，5 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1 月 4 日 8 时许，岳阳楼公安分局站
前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其停放在某写
字楼地下停车场内的一台 SUV 车窗被
砸，车内物品被盗。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
赶至现场调查。

就在同一天，城区相继还发生另外 5
起砸车玻璃盗窃。岳阳楼分局党委高度重
视，立即调度派出所、刑侦等警种部门成
立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破。 通过对 6 起
砸车玻璃盗窃案进行现场勘查 ， 反复回

看，民警发现极有可能为同一团伙所为。
6 起案件发生后， 城区恢复平静，作

案人员也仿佛从未出现。办案民警加大了
侦查力度，连夜从海量视频监控资料和摸
排走访中，不断筛查有效线索。终于，案发
第 3 日，民警锁定了 5 名团伙成员的基本
信息和落脚点。

1 月 6 日，在得知该团伙已前往湖北
荆州后，站前路派出所民警马不停蹄驱车
赶往荆州。 然而，狡猾的嫌疑人早已在荆
州完成作案，迅速转移阵地前往咸宁。 办
案民警一路星夜兼程，7 日晚在咸宁一酒
店内将该团伙成员罗某涛、刘某、刘某宇、
王某帆、周某雨等 5 人抓获 ，现场查获被

盗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若干。
经查，该团伙成员均为年轻人 ，为了

维持生活玩乐开销，5 人纠集一起干起了
盗窃车内财物的勾当 。 该团伙通过拉车
门、砸车窗等方式，流窜衡阳、常德、岳阳、
荆州、咸宁等地作案 10 余起，涉案金额数
万元。团伙成员分工明确，有人望风、有人
作案、有人销赃，本以为“干完一票就换地
方” 的方法能躲过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
却不想在岳阳刚做完案子就被警方盯上，
落入法网。

目前，涉嫌盗窃，罗某涛、刘某 、刘某
宇、王某帆、周某雨等 5 人已被岳阳楼警
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我为群众办实事

车辆自燃 湘潭交警变身“消防员”

紧急处理现场。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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