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援

本报5月24日讯 近日， 株洲
市在城区开展针对营运出租汽车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从4月27日
至今，株洲市运管处已查处4辆安
装“飞机表”的出租车，并对车主处
以2000元的顶格处罚。

4月3日晚上9点多，市民郭先
生与妻子看望住在天鹅花园小区
的岳父岳母后， 下楼打车返回位
于天元区龙腾国际小区的家中。
出租车计价器上显示车费30元，
他虽然很诧异，但没有吱声，向出
租车司机索要了票据。

郭先生说， 他和妻子每个月
要在两个小区间往返十多次，乘
坐出租车从未超过25元， 而且当
天并未出现堵车， 这30元的车费
究竟是怎么来的？

细心的郭先生翻出留存下的
乘车发票， 发现之前的乘车距离
是7.66公里， 而当晚达到了11.65
公里。“都是同一地点上下车，差距
这么大，车子肯定装了‘飞机表’。”

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4
月，株洲市长热线就接到有关出租
车“飞机表”投诉41件。

株洲市政府高度重视此事，

责成交通部门牵头， 联合安监、
公安、交警等部门，开展针对营
运出租汽车的“打非治违”专项
行动， 重点打击未取得经营许
可、异地经营、不打表、违规收费
等29种违法行为。

装“飞机表”
一天多赚几十元

所谓“飞机表”，就是一种不法
商家用于增加出租车计价器计程
公里数的电子产品， 用遥控器控
制，在不需要任何改变或破坏计价
器的情况下可随时安装和拆卸的
作弊装置，俗称“跑的快小飞机加
速器”。

“按‘飞机表’，一天可以多赚
钱几十块钱，但赚的是昧良心钱。”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租车驾驶
员说，以前是惩罚力度不够，驾驶
员才有侥幸心理。 加大整治力度
后，很多人都自行拆除了。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晏明智 钱鹏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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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4日讯 为还清赌
债， 饭店销售经理竟将客户消费
款打进自己账户， 八个月内私吞
了48万多元。今天，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公布该案的案情。

今年34岁的孙某，福建省宁德
市人， 系长沙市开福区世纪金源大
饭店有限公司原销售经理。2014年
以来，因迷上赌博机，工作之余就泡
在上面，致使欠下巨额债务。

为偿还赌债， 在2015年12月
至2016年7月期间，他利用自己可
代收客户账款的职务便利， 竟将
客户的消费款打入自己私人银行

账号，并以微信转账的方式，挪用
全部或部分客户账款。经查，他共
计挪用了该公司482360元。2016
年7月27日，他主动到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

经法院审理后认为， 孙某身
为公司、企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 挪用本单位资金用于非法
活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挪
用资金罪。案发后，他主动自首，
可从轻处罚。为此，法院判处孙某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并退赔饭
店所有私吞款项。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罗晓

本报5月24日讯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而男子向峰
（化名） 却当着两个儿子的面，
拿刀捅向妻子。23日上午，记者
从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获
悉， 向峰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
批捕。

向峰今年32岁， 岳阳平江
人，和妻子刘彬（化名）结婚后
育有两个儿子。 婚后相处一直
不睦，时常争吵。

“今年春节前，我回老家后
怀疑她在外面有人， 期间闹过
很多次，她都不肯回心转意，也

不愿意见我。”向峰说，4月25日
当天， 他带着两个儿子赶到妻
子姐姐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家
中，“我跪着求了她六七分钟，求
她原谅，她说我们不可能了。”

因为妻子不原谅自己，向
峰觉得生活没意思， 于是将刀
刺向了妻子的腹部、胸部。令人
揪心的是， 事发时夫妻俩的一
双儿子都在不远处。目前，向峰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
批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余颖 实习生 娄娜

本报5月24日讯 昨日，一
篇名为《株洲林业执法部门承
诺紧急叫停两处萤火虫商演行
为》的文章，在朋友圈中疯传，
闹得沸沸扬扬的株洲2场萤火
虫展遭到环保志愿者的狙击，
被紧急叫停。

【事件】
萤火虫商演遭志愿者狙击

5月14日晚，株洲环保志愿
者刘庆睡前翻看朋友圈得知，
端午假期， 株洲市石子湖公园
将有一场大型萤火虫观赏活
动。刘庆敏锐地意识到，把萤火
虫“请”到城市里进行演出，无
疑会加速其死亡。于是，他决定
拯救这批萤火虫。 他在网上发
帖质疑， 并号召大家抵制该活
动。此帖发出后，在网上闹得沸
沸扬扬。

21日， 又有消息称石峰公
园也将举办一场类似活动。22
日， 长株潭三地环保志愿者与
石子湖公园和石峰公园管理处
沟通后，得到肯定答复：不会举
办该项活动。当天，当地某自媒
体发布一则“夜精灵梦幻之约”
的萤火虫展信息， 门票售价30
元一人， 地点位于神农湖。于
是， 环保志愿者将这一情况反
映到株洲市林业局。

【活动方】
来源正规，并非野生

石峰公园萤火虫放飞活动
负责人介绍， 初衷是为了在公
园内的两处湖面繁殖、 培育一
批萤火虫， 环保志愿者提出异
议后，就暂停该活动了。

“正在考虑， 如果违规的
话，我们会取消。”“夜精灵梦幻

之约”活动负责人牛菲说，这次
展出的萤火虫并非野生， 属于
养殖场培育， 均来自江西宁都
县小布镇梦之恋萤火虫养殖
场，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证件
都是与萤火虫同行的。 记者查
询得知，“梦之恋” 萤火虫养殖
场注册地在江西赣州市， 该企
业具备萤火虫养殖、销售资格。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萤火
虫浪漫之夜”和“夜精灵梦幻之
约”两个活动负责人系同一人，
都是牛菲，在石子湖遭拒后，将
举办地点挪到了神农湖。对此，
牛菲矢口否认。

【林业局】
基本上都是野外捕捉的

“基本上都是野外捕捉
的！”株洲市林业局野保科科长
邹兰平介绍，目前，我国有200
多种萤火虫， 但随着环境的变
化， 萤火虫的数量正在急剧减
少， 濒临灭绝。 人工养殖难度
大，单只成本要20元，而网上销
售价格只需1到2元一只。

记者算了一笔账， 此次打
算在株洲举办的“夜精灵梦幻
之约”活动，宣称有一万只萤火
虫，一场活动，收购商转手就能
赚几万元， 而对活动举办方来
说，一张门票30元，几百个观众
就能回本。

邹兰平说， 萤火虫对生存
环境、 光照环境等都有极其严
苛的要求，“萤火虫被放飞后，3
天内的死亡率达到60％。”

此事已引起省林业厅高度
重视， 要求制止此类商演。目
前， 石子湖和石峰公园两处的
萤火虫商演已暂停， 林业部门
也已紧急叫停“夜精灵梦幻之
约”活动。 ■见习记者 杨洁规

半挂车事故一人被困
消防官兵雨夜救援

本报5月24日讯 昨
日3时05分，凤凰县消防大
队119值班室接到报警称：
高速怀化往凤凰方向野鸡
寨大桥附近一辆半挂车发
生车祸，一人被困，凤凰县
消防大队立即出动抢险救
援车、7名救援官兵火速赶
往现场。

救援官兵赶到事发
现场时，一辆载满货物的
半挂车斜停在路中，车头
已严重变形。高速交警虽
已做好交通管制，但随着
降雨量的增大，给救援带
来了一定的难度。救援官
兵在变形的驾驶室内发
现被困人员腿部被变形
部位卡住，车头后面仅有
一个可让人钻进去的空
间。 救援官兵们顶着暴
雨，携带简易破拆器材从
车头后座位置爬进车内，
迅速将其腿部“释放”，然
后用臂膀当做担架，将获
救的人员抱起送上120救
护车。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驾
驶员，雨天路滑，高速行车
过程中要保持足够的安全
距离。雨中行车，驾驶者视
线受阻，视距变短，此时必
须降低车速、多鸣笛、关闭
车内一切音响设备， 注意
观察路面上车辆动态，必
要时打开防雾灯。

■通讯员 石敦华
青凡强 记者 黄娟

株洲萤火虫展遭环保抗议被紧急叫停
专家：放飞后，萤火虫3天内的死亡率达到60％ 省林业厅要求制止类似商演

2015年8月7日， 长沙市首
家萤火虫主题公园在橘子洲开
园， 吸引众多市民前往参观。随
后，一封由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
护协会发布的公开信《我不去萤
火虫坟墓》广受关注，公开宣称
萤火虫主题公园涉嫌非法捕捉
野生动物、破坏生态平衡、造成
外来物种入侵。第二天，萤火虫

主题公园主办方就关停了。
事实上，“萤火虫展”的活动早

在杭州、上海、青岛、南昌等地都上
演过， 因其宣传与实际效果不符、
活动场所简陋、安保力量和治安隐
患、 萤火虫来源成谜以及对环境
造成的影响等为各方人士所诟
病，最终均被叫停。不久前，海口
市萤火虫放飞活动也被叫停。

怀疑妻子出轨，男子当孩子面持刀杀妻

多个城市“萤火虫展”被叫停

的士安装“飞机表”，株洲4驾驶员被罚款

为还赌债，竟将客户消费款打自己账上
饭店销售经理八个月私吞48万元

延伸

5月23日上午，参展美术家蒋烨（右一）在向来观展的市民介绍绘画作品。当天，由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
南省美术家协会、湖南省画院主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在路上·湖南中青年美术
家学术提名展”在湖南省画院美术馆开展。展览持续至6月3日，市民可免费参观。 记者 李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