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弘扬法治精神 传播法治思想 推动法治实践

法治

配备 92 式手枪、
95 式突击步枪、
侦查无人机……

突出“快准狠” 达州“PTU”守护平安达州
3 月 29 日下午，达城西外金龙
大道仁和新城警务工作服务站，一
辆巡逻车极其引人注目，5 名特警
头戴防弹头盔，手持步枪、盾牌、抓
捕器，雄赳赳、气昂昂走向人群。
为了强化街面突发事件处置，
提升达城安全防控水平，推动“六
联机制”落地落实和达州特巡警公
安现代化建设，达州市公安局参照
香港 PTU 机动队，组建了达州版机
动部队。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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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不间断巡逻
处置警情
“快准狠”
记者看到，这支达州 PTU 机动队还配
备了 92 式手枪、95 式突击步枪、对讲机、侦
查无人机、阻车器等装备。一位特警告诉
记者，如果发现有暴恐分子侵害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经警告无效后，他们将果断
使用武器。
“我们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逻，一旦出
现警情，确保能迅速反应、快速处置。”今年
1 月 27 日，这支 PTU 机动队就展示了一回
风采。当天，5 名特警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
心指令，有市民在西外某小区打架斗殴。
他们立即和 4 名特巡警赶到现场，迅速将混
乱局面控制住，一边将违法嫌疑人移送至
辖区派出所，一边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就
医，出色地完成了维稳任务，展现了达州
PTU 机动队“快准狠”的过硬本领。
对突发事件能够迅速反应、快速处置
得益于特警们平时的刻苦训练。
作为处置突发事件、搜救支援的重要

力量，这支 PTU 机动队会周期性地进行射
击等训练。
“每个动作都要经过成千上万次
的训练，才能形成肌肉记忆，在应对各种突
发警情时才会游刃有余。”一名特警说，个
人作战能力固然重要，但多数情况下，仍需
要依靠团队的力量，为了提升团队协作能
力，快速制服暴恐分子，他们 5 人还会进行
警情演练，培养团队默契，以保障自己和队
友在执法过程中的安全。

临时扮演交警角色
辅助参与交通管理
除了打击违法犯罪，这支走在刀尖上
的 PTU 机动队，在提升群众安全感和获得
感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警察同志，我的孩子不知道去哪儿
了，放学到现在都还没回家，帮帮我们！”某
日凌晨时分，5 名特警正在街面上巡逻，一
位市民前来求助。了解情况后，5 人立即将
这位市民带至辖区派出所调阅监控，几经
寻找，孩子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屏幕
上，5 名特警又立刻带着家长驱车前往该

大学生手绘壁画受天气影响损耗脱落

旅游公司不满意拖欠工程款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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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创业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幸好
法院帮忙，工作室才能正常运转……”近日，通川区
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合同纠纷，让当事双方握手
言和。
2017 年 12 月，王某华等 3 名大学
生在通川区注册了某艺画艺术工作
室，对外承接绘画业务。2018 年，由达
州市某旅游开发公司开发经营的达州
市某野生动物园为吸引游客，招聘艺
画工作室在动物园墙上绘画各类动物
及彩色装饰。同年 11 月，艺画工作
室与旅游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艺画
工作室承揽动物园手绘壁画装饰工
程。当艺画工作室按照约定完成壁画
后，由于外墙没有遮挡物，日晒雨淋
之下，墙面绘画有部分损耗、脱落。
旅游公司要求艺画工作室处理，可几
番修缮后，旅游公司始终不满意，而
按约定本该给付艺画工作室的 125150
元工程款，旅游公司也仅支付了
50000 元，便不愿给付剩余款项，由
此引发纠纷。
3 月 3 日，艺画工作室将旅游公司
起诉到通川区人民法院。
“我们想让工
作室再次修缮壁画！”
“ 无论我们修缮
多少次，你们都不会满意的，这就是在
刁难我们……”3 月 19 日，法院正式开

庭审理此案，
当事双方在法庭上剑拔弩
张，互不退让。见此情景，法官当庭进
行调解，
一面劝解艺画工作室，
“一再修
缮都没有达到对方要求的情况下，
我也
不建议你们继续修缮壁画，
但毕竟签了
合约，
就由你们拿出部分工程款给旅游
公司，由公司自行负责后期的修缮事
宜，如何？”另一面，法官又与旅游公司
代理律师沟通，
“外墙绘画装饰本就是
露天的，受天气影响较大，况且多次修
缮的效果肯定也赶不上第一次。如果
公司答应不再修缮，
我也会尽力跟原告
做思想工作，让他们适当降低承揽价
款。当然，你们也可以自行另案起诉，
对修缮费用进行估价。
”
法官在法庭上与当事双方讲明利
害关系，最后，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
议：8 月 10 日前，旅游公司支付艺画工
作室 60000 元工程款，剩余 15150 元工
程款艺画工作室自愿将其作为旅游公
司修缮手绘壁画装饰工程费用。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罗未
实习生 陈湘

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特警还会临时扮
演交警的角色，辅助参与交通管理，遇到路
面交通拥堵，在交警还未赶到的情况下，他
们会及时到马路上指挥交通、查处交通违
法、处置交通事故、疏导路口拥堵。
“实行 PTU 勤务模式，不仅是为了有效
整合警务资源，节约警务成本，也是为了推
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公安局特巡警
支队长张洪波表示，今年以来，我市贯彻主
导—主巡—主融战略思想，依托六联（2+
3+1）、交巡联勤、网格化巡逻等实战机制，
实现了城区圈层防控，做到了街面处处见
警灯，
随处见巡警。
如今在西外片区，市民总会看到那辆
车牌号为“川 S0037 警”特警巡逻车的身影，
安全感也油然而生。这也是我市实行 PTU
勤务模式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在当下达
城不断织密的巡逻防控网中，达州 PTU 机
动队正用脚步丈量平安，奔赴在守护平安
达州的路上。

婆媳争遗产对簿公堂
法官巧调解重续亲情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曼
琦） 达川区女子吴某因遗产继承问题，与其
公婆多次协商未果，闹上法庭。近日，达川区
法院管村法庭成功化解了这起近 30 年的遗产
继承纠纷，
为杨某一家重建亲情。
据原告吴某称，丈夫王某曾是家里的顶梁
柱，公公婆婆也待她很好，一家人相处和睦。
但变故突降，30 年前，王某因电击意外身亡。
彼时，王某和吴某的儿子才几个月大，这让一
家人痛苦万分。王某去世后，因遗产继承问
题，吴某多次找到公婆协商未果，故一纸诉状
将婆婆唐某告上了法庭。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经调查发现王某的
遗产仅有一套农村住房。
“遗产应该归我，这是
我儿子留给我的赡养费。”婆婆唐某声称。吴
某则表示，她与王某的儿子已经成年，面临结
婚成家，遗产应该归两人的儿子。据承办法官
刘毅介绍，该案矛盾纠纷已近 30 年，当地村支
两 委 曾 多 次 协 调 未 果 ，双 方 矛 盾 积 怨 已 深 。
“虽然能用法律裁判纠纷，但 30 年的积怨却难
以纾解。”开庭审理前，刘毅通过多次走访，深
入了解双方矛盾核心诉求和情感共鸣，提前制
定解纷方案，采取“背对背”的方式，以孩子为
出发点，
积极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
“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应该相互体谅、相互
扶持，更何况你有房子居住，但是吴某母子没
有住处，咱们相互理解一下，这个房子由孩子
继承吧……”最终，在承办法官的细心调解下，
双方各让一步，
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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