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件连线

4月11日，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与高冲路交界处附近千余亩空地竟成渣土倾倒场，渣
土、建筑垃圾堆积如山。据了解，这些垃圾均系非法倾倒。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刘师恒 摄影报道

本报4月11日讯 女友与
他人亲热， 男子碍于客户面子
并未当场发飙。 可事后男子竟
然偷走对方50多只鸡鸭来泄
愤。日前，向某因涉嫌盗窃在怀
化新晃火车站被警方抓获。

31岁的向某是新晃人，一
直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私企打
工。年前，向某去宁波一家酒吧
陪客户时， 发现自己的女朋友
与自己认识的男子邓某在一起
亲热。向某顿时怒火中烧，但碍
于客户的面子， 他当时并未现
场发飙。

回到家后，向某责骂女友，
但女友称这只是“逢场作戏”。

觉得被戴了“绿帽子”的向某越
想越怄气， 便想着找机会报复
邓某。

向某发现， 邓某家中散养
了许多鸡鸭， 就趁凌晨大家熟
睡时， 将邓某散养在田间的50
多只鸡鸭全部偷走， 并于第二
天全部宰杀卖给他人， 后被警
方网上通缉。作案后，向某从宁
波逃回老家新晃。

4月9日，向某想回宁波继
续打工，没想到在新晃火车站
被值勤民警发现并被当场抓
获。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杨一鸣 柳平

女友跟他人亲热
男子偷其鸡鸭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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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1日讯 因轻信
微信好友， 湘潭男子转给网友
17万元做“投资”，钱一到账，立
马被对方拉黑。案发后，湘潭市
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第一时间
启动电信诈骗止付平台， 成功
将17万元损失全部挽回。

3月27日13时许， 湘潭市
公安局岳塘分局书院路派出所
民警接到一沈姓男子报警，称
其被微信好友以投资为由诈骗
了17万元。

沈某告诉民警， 当天他被
一名“好友” 邀请到一个群聊
中， 大家聊的都是有关投资的
话题。“这个说自己一上午赚了
几万， 那个说自己赚了十几
万。”沈某说，自己很快也动心
了。其中，邀他加入群聊的“好
友” 问他搞不搞投资做股东分
红，并称可以赚大钱。

沈某说，他以前也听过这
种投资模式， 有人赚了大钱。
“我当时没有丝毫犹豫， 马上
就先打了2万过去。”大约过了

半个小时，对方给沈某返还了
2.3万元。

“如果还想赚更多钱，可以
继续追加投资。”尝到甜头的沈
某立马按捺不住了， 将自己卡
里17万元全部通过手机银行转
了过去。没想到的是，对方收到
款后，沈某立马被踢出了群聊，
并被这名网友拉黑。

沈某意识到自己上了当，
马上拨打110报警。 接警后，办
案民警迅速介入侦查， 发现还
有其他受害者被骗。

湘潭市公安局“反电诈”中
心立即通过公安部平台对其紧
急止付， 成功止付金额59万余
元。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办理案
件资金冻结以及返还程序，核查
其余受害者信息，并将在第一时
间将被骗资金返还给受害者。

办案民警提醒， 受害者发
现被骗后，应该第一时间报警。
24小时之内， 警方掌握证据后
均可启动紧急止付来挽回损
失。 ■记者 张浩

本报4月11日讯 今天，
从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多年的周斌回到母校聚
会，他惊讶地发现，学生食堂
的“温暖窗口”2元餐依旧还
在。“这里有我学生时代最温
馨的回忆， 它帮我度过了人
生最艰难的时光。”如今已是
工程师的周斌说，8年前，出
身贫困家庭的自己正是靠
“温暖工程” 窗口的资助，才
得以吃饱吃好并顺利完成大
学学业。

为缓解贫困大学生的实
际生活困难，湖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从2010年开始实施
“温暖工程”窗口。窗口的饭菜
和大众窗口并无异样，只是收
费低廉。学生可选择一荤一素

一汤， 米饭免费， 总金额是2
元。 开始试点时， 范围涵盖
12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经过试行、摸索经验，逐渐扩
大“温暖”面。如今，已累计超
过1200余名贫困学子受惠。

中午，记者走进食堂，现
场感受了一把“2元温暖餐”。
来自城步的李俊同学的餐盒
里是这样的菜肴： 红椒炒猪
心、 小白菜外加一份冬瓜肉
片汤。“食堂饭菜的味道很
好，足够吃。”李俊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在大众窗口，这样
吃一顿至少6块钱。但自己只
要2元钱，一天就能节省8块，
一个月节省240块。“学校的
这个政策真的很暖心窝。”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王宇

本报4月11日讯 进入4
月，又到了鲜笋上市的时节。今
天上午，2017年桃江竹笋节在
桃江县马迹塘镇正式开幕，活
动当天吸引了300多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笋竹专家、 客商等前
来参加。此次竹笋节以“传承笋
竹文化， 打造富民产业” 为主
题，为期两天。

据了解，笋竹产业已经“挑
起” 了桃江经济发展的大梁。
2016年， 桃江实现竹业产值达
69.5亿元，带动了15万人就业，人
均竹业收入达2300元。桃江县委
书记汤跃武介绍，桃江拥有竹林
面积115万亩，居全省第一、全国
第三，是有名的“楠竹之乡”。

开幕式后随之开展的桃江
竹笋展销会上，共展出干笋、鲜

笋、湿笋等各类竹笋产品15种，
茶叶、 修山面等其他名优农特
产品50多种。仅一天，现场销售
竹笋产品近10万斤，销售额320
多万元， 销售其他名优农特产
品83万元。与此同时，县内10家
竹笋产品加工企业与省内外25
家客商签定笋竹产品供销合
同，签约金额达1.5亿元。

汤跃武介绍， 桃江竹产业
链将进一步拓展延伸。 去年全
县产春笋2000万斤， 实现产值
6000万元， 最高亩产产值达
4000元，为湖南产笋第一大县。
近年来，桃江全力打造湖南“千
亿”竹产业核心基地，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竹产业发展的优惠政
策， 累计投入2亿多元专项资
金。 ■记者 吴虹漫

邀群聊赚大钱，投17万后瞬间被拉黑
湘潭警方启动紧急止付帮助追回 民警提醒：报警及时，24小时内可成功止付

年产值近70亿,小小笋竹富桃江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元餐”8年温暖1200余寒门学子

本报4月11日讯 “亲，不讲文
明是不对的哦”“万水千山总是情，
讲点文明行不行”……近日，在长沙
县 梨街道的大街小巷上， 出现了
一群身穿印有“萌言萌语”标语的绿
马甲文明志愿者， 他们用萌萌的网
络用语劝导不文明行为。

“以前劝导不文明行为时，总
感觉有些尴尬。 现在被劝导的市
民看到我们身上的这些标语，都
会会心一笑。”路艳香是一名物业
工作人员，也是数百名“绿马甲”
志愿者中的一员。

■记者 丁鹏志

“萌言萌语”劝导不文明

本报4月11日讯 今日上午，
湖南省“先科净水机”公益捐赠项
目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记者了解
到，该项目旨在改善我省贫困残疾
人饮水条件，为贫困肢体残疾人提
供出行工具。项目计划用两年时间
为我省800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免
费安装净水机， 为2000名有需求
的残疾人免费配发轮椅， 这些产
品均由一家爱心企业捐赠， 总价
值约3200万元。

■记者 丁鹏志

3200万元产品助残

本报4月11日讯 近日，
中南大学晒出了一份“暖心
账单”：2016年学校财政按食
堂营业额10%补贴学生伙食
资金达1009万元。也就是说，
中南学子的每顿饭， 其实都
在分享着学校发给他们的小
小“红包”。

据介绍， 在中南大学食
堂就餐，一个馒头，职工刷卡
是0.385元， 学生刷卡是0.35
元；一份辣椒炒肉，职工是3.3
元，学生只要3元。而这10%的
差价，由学校财政补贴。

该校财务处副处长徐爱
兰介绍， 学校财政对学生伙

食的专项补贴，始于2012年，
每月根据学校食堂的餐饮营
业额， 按时划拨到饮食中心
账上， 目的是切实提高饭菜
质量，维护餐饮价格稳定，确
保师生“吃得安全， 吃得放
心，吃得满意”。

学生伙食补贴仅仅是该
校“暖心账单”的一小部分，
2016年，中南大学通过“奖、
贷、助、补、勤、免、贴”等措
施，加大助学力度，全年发放
奖助学金、助研酬金等“直接
花在学生身上” 的资金达4.4
亿元。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拜天

中南大学晒出“暖心账单”
一年补贴学生伙食千万元

渣土横行

爱心连线

4月11日， 为期两天的湖南省
消防部队管理知识竞赛在省公安
消防总队培训基地结束，全省共14
个支队112人参加。 长沙支队获得
了团体总分第一名， 常德支队、郴
州支队获二等奖。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彭军

全省消防管理知识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