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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 湘潭县知名企
业、 湖南宏兴隆湘莲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贺书红在该公司办
公楼楼顶自缢身亡。 当地官方
通报称， 宏兴隆公司一直运转
良好，目前运转有序（见本报4
月1日A13版）。

这是继去年11月12日下
午60岁的湘潭恒盾集团董事长
王检忠跳楼自尽之后， 湘潭又
一个自杀身亡的老板。目前，外
界有多种传言， 但均未得到证
实，贺书红自缢原因成谜。

警方排除他杀

湖南宏兴隆湘莲食品有限
公司位于湘潭天易示范区的湘
潭县易俗河镇荷花中路， 是当
地一家颇具知名度的民营企
业。 贺书红今年49岁，2008年
至2012年曾当选湖南省第十
一届人大代表， 现任湘潭县人
大代表。

4月1日上午， 记者来到宏
兴隆公司。一门卫透露，3月31
日上午8点半左右，贺书红来到
厂里。上午11点多，家人发现贺
书红自缢于公司办公楼三楼。
随即，贺书红被送往医院，但不
治身亡。

经警方勘查，排除他杀。有
关情况，公安部门仍在调查。

堂弟称“没欠高利贷”

该门卫介绍， 员工工资一
直按时发放， 一般每个月15日
到账，最多推迟3天。出事后，31
日下午，公司暂时放了假。在公
司的接待室“莲之堂”，记者见
到了贺书红的堂弟贺先生。关
于贺书红为何自杀、 是否留有
遗书等问题，贺先生不愿多谈，
只表示“以后会告诉你们”。

但对于外界盛传的“贺书
红欠了高利贷自杀”的传言，贺
先生说：“没欠高利贷，也没有私
人借款，只在银行有些贷款。”

年后曾1.1亿元转让土地

宏兴隆公司的资金状况是
否健康？贺书红名下的湘潭宏兴
隆置业有限公司在湘潭高新区
晓塘路有一块地皮， 去年开发，
楼盘名叫宏兴隆·都市莲花。

4月1日中午， 记者来到该
楼盘建设工地。 营销部一女工
作人员介绍，楼盘还没建好，暂
不对外销售。 宏兴隆在这里有
30亩地，一个月前，已被转让给
了湘潭天元置业有限公司。

有消息显示，宏兴隆以1.1
亿元转让该地皮。 据湘潭县委
宣传部介绍，事发后，公司账面
上还有1000多万元的“活钱”。

三名年过半百的中年男子
因缺钱勾结在一起， 从网上下
载了长达57页的剧本， 彩排后
再对中老年妇女行骗。 他们在
长沙、常德、郴州、湖北等地作
案多起， 诈骗数十万元。3月31
日，经过10多天的追捕，常德临
澧警方辗转千里， 将骗子从贵
州押回，捣毁该诈骗团伙。

“A角色为老板，B角色为下
属，C角色为算命大师。” 这个剧
本是他们从网上下载，共57页。

50多岁的李某是常德临澧
县的一名护士，离异多年。在婚
恋网站结识了“长沙加油站老
板”杜某。3月10日下午，在见面
饭局上，“下属”郑某向“老板”杜
某汇报千万元项目，颇有实力。

次日，二人巧识“神算子”
范某。 范某轻松地说出李某的

“人生轨迹”， 并说她儿子近期
将有血光之灾。按照“大师”的
点拨， 李某立即将分存在多家
银行的18.5万元取出， 全存至
一张新的银行卡， 并委托男友
杜某设密码。很快，李某发现18
万元和男友一起消失了。

临澧警方根据受害人的反
映和调取监控视频， 迅速锁定
了犯罪嫌疑人。3月17日， 民警
在贵州遵义一家连锁酒店内将
杜某抓获。3月27日， 警方又在
贵州仁怀， 将另外两名犯罪嫌
疑人范某、郑某从牌桌上拿下。

据犯罪嫌疑人杜某交代，3
人因身欠赌债合伙行骗， 专挑
单身的中老年妇女下手，因为她
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而且相
信迷信。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汪初

3月31日晚上7点40分
左右， 隆回县城桃洪中路
一居民楼的一楼发生爆
炸，造成6人受伤。其中3个
小孩受伤严重， 有个孩子
烧伤程度达70％以上。

当晚记者在现场看
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
该栋居民楼的窗户玻璃全
部震碎， 部分窗框也被震
脱。屋内一片凌乱，到处都
是爆炸留下的痕迹。 爆炸
原因初步断定是施工人员
在人行道上安装摄像头时
挖断地下天然气管道，煤
气泄漏到一楼商铺， 从而
引起爆炸。
■通讯员戴瑾昕三湘华声全
媒体记者陈志强陆益平

“我平 时使 用洗 衣
机时， 比较关注噪音大
小、节水与否，却很少考
虑洗衣机内部的清洗保
洁问题。” 袁女士说。袁
女士家洗衣机用了 4年，
从来没有清洗过，最近，
她发现打开洗衣机盖，
能闻到阵阵异味。

96258 洗 衣 机 清 洗
师傅上门后，拆开洗衣
机内筒，内筒壁上满是
发 黄 的 污 渍 。 师 傅 介
绍，洗涤水在洗衣机槽
和内筒间流动，时间长
了，槽内会堆积出一层
又黑又黏的污垢，会滋
生大量的病菌。洗衣服

时， 污垢、 病菌等被带
入洗涤水中， 又会对衣
物 容 易 造 成 污 染 。 因
此， 洗衣机必须定期清
洗， 最好 3个月清洗一
次。

96258旗下的洗衣机
清洗服务， 采用专业清
洗刷， 对内筒、 内壁进
行除污处理， 清洁污垢
后， 用专业清洗液进行
除味、 消毒， 有效保证
洗 衣 机 内 部 环 境 的 健
康。 除洗衣机清洗外 ，
96258还能提供空调、冰
箱、 抽油烟机等家电清
洗服务， 市民可 24小时
拨打 96258预约。

管道疏通、洁具维修、除虫灭害、搬
家搬厂、环境检测、电脑维修、开锁修
锁、家电维修、机票代购、清洗保洁、房
屋修缮，房屋装修、家电清洗、清洗保
洁、保姆钟点工、开荒保洁、 模特礼仪

洗衣机清洗，3个月洗一次

96258便民服务项目

洗衣机内细菌反复滋生，对
衣服产生了“二次污染”，更危

害身体健康，应定期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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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刘阿姨：为什么96258的管道疏通收
费比楼道广告的收费贵个10元、20元？

96258： 管道疏通的门槛低， 一些
“游击队”只要买点工具就可疏通，且没
有正规工商执照，行业乱象丛生，售后服
务更是大打折扣，所以报价低，但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价格不透明、乱收费、态度差
等问题屡见不鲜；而96258的管道疏通服
务有专业的高压气枪等设备， 而且提供
专业优质便捷的管道疏通服务， 服务完
毕后开便民收据，还可享7日保修。此外，
化粪池疏通等问题也可以解决。

96258
问与答

管道疏通严防“游击队”

湘潭名企老板公司自缢原因成谜
当地称公司运转良好，外界传其有抑郁症，亲属说“原因暂不便透露”

… 死因猜测

贺书红从1985年开始做莲子生意，经过多年的打拼，企业成为
了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了“宏兴隆月饼”等系列产品。

目前， 外界有一种说法是，“贺书红有抑郁症。 他打拼这么多
年，压力一直很大，一个人担着，不能排解，不容易。出这样的事，和
他自身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有关。”得知贺书红自缢，湘潭一名企业
界的代表感慨道：“企业家也应该自我调节、自我减压。”

事发后，贺书红的一名亲属在网上留言，“谢谢大家，他现在已回花
石老家。发生这样的事，亲人朋友都很难受，很悲痛。具体原因暂时不便透
露，时间会解决证明一切……”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晓波

生前有抑郁症？亲属称“暂不便透露”

熟背57页剧本分饰三角
他们专向单身妇女行骗 挖断燃气管道

爆炸致6人伤

4月1日，长
沙市第33届“爱
鸟周” 启动仪式
在岳麓区第一
小学举行。活动
通过科普鸟类
知识和摄影展
览，宣传鸟类保
护知识，拒绝食
用野生鸟类，自
觉加入保护鸟
类的行列。
记者郭立亮 实
习生伍宇蒙摄
影报道

爱鸟
护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