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女大学生湖北打工陷传销溺亡案最新进展：

延伸

本报8月16日讯 近日， 长沙
南方职业学院年仅20岁的大二女
学生林华蓉去湖北打暑假工，陷
入传销组织溺亡， 因其遭遇与天
津的大学生李文星遭遇有着高度
相似，引发广泛关注。

今日上午， 记者从湘潭县警
方获悉， 案发后该传销组织逃至
湘潭县继续从事传销活动的人员
被一网打尽。至此，该案目前已有
5名嫌疑人被警方刑事拘留。

团伙包车出逃湖南

8月4日， 林华蓉在湖北钟祥
市一条小河内溺亡。 民警赶到现
场组织搜救， 并将与林同行的许
某某、郭某某和谢某某等3人带回
派出所询问。

经当地警方调查发现， 林华
蓉经校友卿某某（已退学）介绍，
于今年7月12日来到钟祥，被许某
某等人纠缠劝说其参与传销活
动。8月4日上午9时许， 许某某、郭
某某和谢某某与林华蓉行至直河
岸边， 继续劝说林华蓉参与传销，
林华蓉情绪激动跳入河中溺亡。经
审查，许某某等三人对限制林华蓉
人身自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林华蓉投河后， 得知消息的
林华蓉所在窝点人员当晚转移另

一窝点借宿一晚，5日花两千余元
包车连夜赶往湖南湘潭县，6日凌
晨到达后迅速租好了房子。 到达
湖南后， 其中一个头目立即丢弃
了在湖北使用的手机卡。 后民警
发现出门购买凉席的传销人员，
最终锁定其藏身之地。

两名嫌疑人湘潭落网

8月10日晚，侦查实战中心统
一调度，组织经侦、刑侦、巡防以及
易俗河、 河口等多个派出所50余
名警力开展统一清查行动， 分别
在大鹏路农业银行对面、 海棠路
海亚汽修楼上、 玉兰北路以及茶
香苑小区查获传销窝点四个，抓
获传销人员共计38人， 其中钟祥
警方通缉的命案逃犯余某、 卿某
也在内。

据传销人员交代，平常他们每
餐吃的就是老干妈拌饭， 根本没
菜。民警审讯得知，38名传销人员
大多数都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目前，余某、卿某已由钟祥警
方押回。李某等三人因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罪被湘潭县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其余33名传销参与人员
经教育训诫审查后被分别遣返原
籍。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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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6日讯 今天下午，
备受关注的株洲道路临时停车泊
位收费又有新进展，记者从株洲市
城区道路停车收费工作会议上了
解到，该市道路停车收费将从9月
1日起试运行，11月1日起，对第一
期22条路段2030个泊位正式启动

收费，具体收费标准暂未确定。
在试运行期间，车主下载相关

APP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可获得平
台赠送的500元体验券，用于体验
智慧停车。体验券在试运行期间有
效，试运行结束后，系统对体验券
清零。 ■见习记者 杨洁规

微信抢红包
涉案3000万
涉嫌开设赌场罪
两人被批捕

微信群里抢红包是不
少人社交生活的一部分，
普通人抢红包只为图个高
兴，一些“精明”的人却将
抢红包作为敛财的工具。
日前， 永兴县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犯罪
嫌疑人刘某贤、 徐某批准
逮捕。

据介绍，2016年9月，
犯罪嫌疑人刘某贤、徐某等
人合伙建立了一个叫“烟雨
阁”的微信群，以抢红包“斗
牛” 的形式纠集200余人在
微信群里进行赌博。这一赌
博群分工明确， 群内有群
主、财务、兑奖员、管理员、
机器人、发包手等。

参赌人员通过支付宝
或微信转账、银行转账的形
式从犯罪嫌疑人刘某贤处
按1：1购买分值，按照“烟
雨阁”赌博群制定的规则进
行抢庄和下注，由机器人统
计输赢情况，最高赔率可达
18倍。

犯罪嫌疑人刘某贤、徐
某等人通过抽水等手段获
利 。 经查 ，2016年 9月至
2017年6月27日，这一赌博
群平均每天开盘180局，每
局抽水至少150元，每天抽
水达5万元以上，犯罪嫌疑
人共获利数百万元，涉案金
额达3000余万元。

■据新华社

9岁女孩跟妈妈到音乐喷
泉广场玩， 小女孩弯腰想看喷
泉如何从孔眼喷出。 当音乐响
起喷泉射出瞬间， 水柱喷进小
女孩鼻孔，悲剧就此发生。

日前， 记者赶往事发地邵
阳县振羽广场采访， 发现这里
的音乐喷泉安全隐患重重……

【事件】
音乐喷泉吞噬9岁女孩

8月7日下午， 邵阳县一处
民房内，30岁的罗小芳悲不自
胜地向记者介绍了事发经过。

8月2日晚上7时许，她带着
儿子、 女儿和侄女来到县城振
羽广场看音乐喷泉。 大约8时
许，随着音乐响起，喷泉突然喷
出水柱，广场上欢呼声一片。水
柱打湿了罗小芳和儿子的衣
服， 她赶紧把孩子抱到喷泉外
围。然后，她又冲进喷泉找9岁
的女儿银子（化名），却发现女
儿倒在喷泉里，正口鼻流血。她
迅速抱起已经昏厥不醒的女儿
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 但银子
还是于当晚死亡。

【目击】
孩子倒地还以为她是在玩

在附近开酒店的银勇当时
正在音乐喷泉旁散步，他是现场
目击者之一。据他介绍，他当时
离银子大约10米远，“小女孩很
好奇，正弯腰看喷泉如何从孔眼
喷出， 没想到水柱突然射出来，
她就倒地了。当时很多孩子都躺
在喷泉里玩水， 我还以为她也
在玩，压根没想到她出事了。”

“那水柱压力很大，像箭一
样能射10多米高。”银勇说。

经县人民医院诊断： 银子
系心源性猝死。但致死诱因，病
历上用问号诠释：溺水？触电？
其他意外性死亡？ 医生向记者
解释：“因为致死诱因需要尸检
才能做出科学判断， 所以只能
揣测孩子死亡诱因。”

【追责】
县住建局赔偿28万元

据记者了解，事发后，邵阳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政法委
副书记刘纯红牵头， 组织各职
能部门成立了事故处理小组。

8月7日下午4时许， 接受
采访的刘纯红副书记向记者表
示：“音乐喷泉是免费对市民开
放的，建造和交付使用时，都属
合格。 但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
法规对喷泉的标准作出界定。
事发后，我们要求尸检，但家属
不愿意。 那么孩子致死的真正

原因是什么？ 业主单位该承担
多少责任？这就很难划分。”

在县委县政府重视下，8月
11日， 事故处理小组与家属达
成调解协议：音乐喷泉业主单位
县住建局一次性赔偿28万元。

【调查】
音乐喷泉安全隐患重重

8月9日上午9时许，振羽广
场音乐喷泉中心，阳光闪烁。

目前国内的喷泉分两种：
开放式喷泉和水池式喷泉。振
羽广场的音乐喷泉属于开放
式。记者发现，这里的音乐喷泉
周围没有护栏， 也无“小心触
电”之类的任何安全警示标识，
尤其是覆盖喷孔的钢玻璃盖密
封不紧， 记者用手一拉就掀开
了，下面的电线裸露出来，触手
可及。

此后记者先后调查长沙多
处小区音乐喷泉， 发现无论是
开放式喷泉还是水池式喷泉，
都与邵阳县音乐喷泉类似，没
有护栏，也无“小心触电”之类
的任何安全警示标识。

【标准】
电压多高压力多大
全听业主的

小区内的喷泉该由谁来管
理？ 住建部《物业承接查验办
法》第十六条规定，小区喷泉属
于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共用
设施部分， 由物业服务企业行
使维修、养护、管理职责。

一位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小区喷泉有专门的控制中
心， 晚上喷泉开放时间会有保
安巡视。“但是保安也只是辅助
作用， 关键还是家长看好自己
的孩子。”

记者电话咨询了省城一家
喷泉公司，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因为目前没有相关的法
律法规对喷泉的标准作出界
定，所以正常情况下，他们是根
据客户提供的场地和要求来为
客户设计喷泉的，“比如你想要
喷泉喷出来的水是什么样子
的， 喷多高， 只要拿出你的方
案，我们再具体谈。”而对于喷
泉周边是否适合嬉戏， 这位工
作人员则表示，一般来说，想要
通过水泵把水从管道内喷出
来， 需要的电压和电流是超过
了人体所能负荷的， 所以他们
不建议在喷泉周围嬉戏。

在此， 本报特别提醒市民，
在享受喷泉喷水带来愉悦的同
时，也要注意自身安全，看护好
孩子及宠物，保持距离，以免带
来伤害。 ■记者 黄海文

音乐响起，9岁女孩猝然倒在喷泉里
事发邵阳县，致死原因待查 县住建局赔偿28万元

2016年8月，河南开封一景区内，人造水景观蓄水池漏
电，导致一小孩和两个大人触电身亡。而这已经不是偶发
事故了，此前一个多月，在河南郑州，一小区发生喷泉漏电
事故，致使一名5岁男孩遭电击当场身亡。

“夺命喷泉”不少见，家长长点心

涉事组织被警方捣毁，5人被拘

下月起株洲道路停车收费试运行

“通天玉”
入国家标准名录

8月16日，临武县通天玉石
城， 市民在展示通天玉艺术雕
刻作品《和鸣》。近日，“通天玉”
已收录进《石英质玉分类与定
名》国家标准名录，标志着“通
天玉” 正式进入国家级宝玉石
行列。“通天玉”属石英质玉，因
产于临武县通天山地区而得
名，矿物成分以石英为主，含少
量高岭石、蒙脱石，微量绢云母
和褐铁矿等。

陈卫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