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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盗团”偷走一条1500万元项链
大人掩护女童下手 项链上有55颗钻石，其中2颗卖了70多万 主犯二审改判十五年
本报9月11日讯 三名
大人假装顾客试戴珠宝，12
岁女孩趁机偷拿店内抽 屉
里的钥匙，再溜到珠宝店展
示柜，打开柜子，偷走了展
示柜中价值1500万元的钻
石项链，2015年初， 香港千
万珠宝失窃案引发广泛 关
注。 几名嫌疑人先后落网，
近日， 最后落网的 该案 主
犯、召集人何某被省高院二
审宣判，获刑15年。而此前
永州中院一审判决其无期
徒刑。

大人掩护下
女童偷项链价值千多万
2015年1月， 香港一珠
宝店内， 几名内地游 客进
店，开始一次次试戴各类珠
宝，服务员耐心为他们一次
次解下，令工作人员意想不
到的是，一个小孩子趁机偷
偷拿起饰品台抽屉里的钥
匙，迅速打开店门口的展示
柜，拿走了展示柜中最受瞩
目的钻石项链。随后，顾客
相继离开。 一个小时后，他
们返回深圳，在深圳一家酒
店碰头。
发现项链被盗后，珠宝
店通过调取监控，发现拿走
项链的是一名十来岁的女
孩，另外两女一男三个大人
疑似同伙。被盗走的项链价
值人民币1582万元，上有55
颗钻石。
七个多月后，项链上的
两颗钻石被卖出，随后两名
嫌疑人在永州归案，而把这
几人召集一起作案的何某
下 落 不 明 ， 直 到 2016 年 4
月，长沙警方在“百日会战”
专项 行 动 中 ， 发 现 了 暂 住
在长沙的嫌疑人何某，将其
抓获。

丢了项链留下钻石
其中2颗卖了70多万
2016年8月1日，永州道
县人民法院对该案 中两 名
女性成人一审宣判，由于女
童 蒋 某 案 发 时 只 有 12 岁 ，
无刑事责任能力，不负刑事
责任。 两名获刑的女性中，
其中一人是蒋某的 姐姐蒋
某芳。
法院认定，2015年1月，

何某召集蒋某姐妹和老乡
何某秀，案发当天中午，4人
持往来港澳通行证入境香
港。案发后，蒋某把项链交
给姐姐， 其姐转交给何某，
由何某分赃。而此前，蒋某
芳与何某秀均有盗窃前科。
道县法院一审判决，蒋某芳
犯盗窃罪，与原犯盗窃罪合
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何
某秀犯盗窃罪，判决有期徒
刑十一年。 两人不服判决，
均提起上诉，永州中院二审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某 同样 因 盗 窃 罪 被
起诉， 今年3月， 永州中院
一审审理后认定，2015年1
月，何某召集何某秀、蒋某
芳、 蒋某到香港实施盗窃，
盗窃得手后， 几人返回深
圳，何某把项链上的钻石取
下，然后丢了项链，留下55
颗钻石。同年8月，何某将2
颗钻石以70多万元价格卖
出，随后潜逃。潜逃中，他打
电话给妻子，要妻子把藏在
胞兄家菜地的钻石转移走。
何某落网后，这些钻石都被
找到。

有悔罪表现
主犯改判十五年
永州中院一审判决，何
某犯盗窃罪， 判处无期徒
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百万
元。何某不服，提起上诉。由
于何某二审期间没有委托
辩护人，省高院通知省法律
援助中心，该中心指派谢红
梅为何某提供辩护。
谢红梅介绍， 在阅卷、
会见何某后，她提出了数点
辩护意见，最终，“何某有悔
罪表现，案发后配合侦查机
关追赃，挽回大部分经济损
失， 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意见，被省高院采纳。
近日，省高院作出二审
判决，法院认为，何某在共
同盗窃犯罪中，纠集其他共
同作案人，并负责踩点及其
他共同作案人的分工，在犯
罪中起了组织、 指挥作用，
其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共同
作案人。省高院驳回何某的
部分上诉，判处何某有期徒
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
产人民币二百万元。
■记者 虢灿

“美丽产业”
助脱贫
9月11日， 游客
在洪江市沙湾乡老
屋背村花海赏景休
闲。老屋背村花海以
种植紫薇花为主，可
解决150余名贫困人
员就业，每年为每个
贫困家庭增加务工
收入约4000元。
记者 徐行 摄

以扶贫名义传销，非法获利22亿元
“善心汇”主要犯罪嫌疑人张天明等被逮捕
本报 9月11日 讯 记 者 从
公安部获悉，日前，经永州市人
民检察院批准， 永州市公安机
关以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
罪， 依法对深圳市善心汇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天
明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执行
逮捕。同时，经检察机关批准，
全国多地公安机关也以涉嫌组
织、 领导传销活动等罪名对一
批犯罪嫌疑人依法执行逮捕。
经查， 犯罪嫌疑人张天明
等人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
构建
“
新经济生态模式”为名，故
意歪曲国家“精准扶贫”等有关
政策，在互联网设立运行“善心

汇众扶互生大系统”， 同时以高额
回报引诱参与人变相缴纳门槛费，
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
引诱参与人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善
心汇”组织，骗取巨额财物，严重扰
乱经济社会秩序。目前，已查明张
天明等人非法获利22亿余元。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传
销犯罪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公安
机关将始终保持对传销等犯罪的
高压严打态势， 坚决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 请广大群众切实提
高防范意识，不被“高额回报”诱
惑， 自觉抵制和远离传销等违法
犯罪活动。
■本报综合

邵阳“一村一辅警”服务群众暖民心
9月8日，邵阳市召开“一村
一辅警” 理论研讨会， 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湘潭大
学、 湖南警察学院等高校的五
名特聘高级研究员就邵阳市
“一村一辅警”的工作开展进行
了理论探讨并发言。
邵阳市在全市3299个村建
立辅警工作站，各派驻一名辅警
开展工作，有力筑牢了农村治安
“
警力下去、
第一道防线，实现了
治安上来”的目标。北京大学法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王锡锌在发言中指出： 邵阳市
“
一村一辅警” 工作是一项重要
的制度创新，对于国家的乡村治

理、 基层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是推进农村治理，认真服务群
众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
明生认为：邵阳市“一村一辅警”战
略堪称中国乃至世界警察史上的
又一次重大革命，真正实现了“警
务工作前移、缓解警力不足、信息
触角延伸、服务距离贴近、群众工
作深入”的良好效果，具有重大的
现实指导意义，其成功经验值得学
习和效仿。 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黄明儒、李蓉、湖南警
察学院治安系教授、副主任刘振华
等也先后做了发言。
■陆益平 潘帅成 邓琢玲

株洲医生
国际航班上挺身救人
本报9月11日讯 近日，一则
“株洲市中心医院耳鼻咽喉科肖医
生国外高空救人”的信息在朋友圈
里广泛传开。
原来，9月6日， 刚旅游度假完
的肖琰搭上一架从印尼巴厘岛飞
往长沙的航班回国，当起飞后大约
40分钟、 正在万米高空飞行时，飞
机上突然响起了英文广播，寻求医
生帮助。出于本能，肖琰立马起身
表明医生身份，并迅速对晕倒乘客
进行救治。“有两名乘客昏厥，其中
一人有微弱意识，另一名50多岁的
女乘客，情况比较严重，脉搏微弱，
全身冒虚汗， 连简单交流都不能，
我马上掐她人中。”肖琰说。
“她有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糖
尿病或其他病史？” 肖琰询问病重
者的朋友，但朋友们都表示不太清
楚，只记得她早上没有吃饭。“我判
定可能是低血糖，就让她吃点了巧
克力和开水。”3分钟后， 这名乘客
苏醒过来。休息半小时后，见这名
女乘客精神状态有所好转，肖琰才
回到自己座位。
肖琰告诉记者，同行的有他爱
人肖凯兰，也是医院医生，还有一
人是护士张琼。出现乘客昏厥事件
后，肖凯兰和张琼一起劝导围观乘
客回到座位，保持空气流通，以免
晕厥乘客缺氧，加重病情。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宋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