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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渐寒，福彩送暖。11月17日上
午9点，“精准扶贫·福彩同行———2017
福泽潇湘·扶贫助学”公益活动龙山站
在湘西州龙山县思源学校举行了福彩
公益金发放仪式， 这也是该活动今年
举行的第一场公益金发放仪式。

2017年，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联合湖南公共频道发起“精准扶贫·福
彩同行———福泽潇湘·扶贫助学” 系列
公益活动， 该活动自10月中旬启动以
来，报名咨询火热，接到了全省51个贫
困县市区近千份申请资料， 经过走访、
核实报名学子资料，最终确定了龙山县
43名中小学生成为本次活动的受助对
象， 每人发放3000到5000元不等的福
彩公益金， 共计发放福彩公益金15万
元。当天，活动现场来了20位受助学生
代表，现场领取了福彩公益金，同时，来
自长沙市的20多位爱心人士还特意给
受助学生代表送了书包和爱心善款。

之后， 所有爱心人士及活动嘉宾

又专程去了受助代表向泽瑞的家，看望
慰问其家人。

今年，湖南福彩从省本级公益金中
安排了190万元，面向全省51个贫困县
市区的贫困中小学生开展“精准扶贫·
福彩同行———2017福泽潇湘·扶贫助
学”公益活动，目前活动已进入公益金
发放阶段，邵阳、长沙两地还将陆续举
行公益金发放仪式，大家可通过湖南福
彩网、湖南福彩官方微信、福彩天地报
以及湖南公共频道的《帮女郎帮你忙》
栏目了解活动的进展。 ■赵军国

2017年“福泽潇湘·扶贫助学”
———福彩公益金发放仪式在湘西州龙山县举办

本报11月23日讯 四处宣称公司
是拟上市公司， 以高利率公开向社会
大量非法集资， 致1300多人上当，涉
案金额28亿多元。今天上午，原湖南
红太阳电源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红阳与其妻张春金集资诈骗及肖震、
李花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在娄底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大量集资进行虚假交易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2005年10月
28日，被告人周红阳、张春金等人注
册成立娄底红太阳电源新材料有限公
司。2009年3月，周红阳、张春金开始
运作红太阳公司上市， 因上市要求公
司连续三年每年的生产总值、 利润必
须保持30%以上的增长， 而红太阳公
司根本不具备上市条件， 故决定在采
购、 销售环节通过大量无实物交易的
非法手段来提高生产总值和利润。由
于无实物交易需要大量资金运作，周
红阳、张春金遂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

周红阳夫妇自红太阳公司成立至
2014年5月期间，在公司严重亏损、巨
额负债的情况下，以月利率1.5%至7%
不等的高利率公开向社会大量非法集
资。 红太阳公司明知高额负债没有偿

还能力，仍然进行集资,集资后用于生
产经营活动的资金与集资规模明显不
成比例，集资资金大部分用于虚假交易
等违法活动，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

8.5亿本金尚未支付

红太阳公司所集资金额首先由集资
户打入周红阳、 张春金所掌控的银行账
户，在支付利息和归还部分本金后，剩余
资金按采购部副经理肖超虎（另案处
理）、销售部副经理即被告人肖震等人的
要求， 打到公司供应商和销售客户指定
的账户上， 再与财务部总监即被告人李
花平等人通过与供应商、 销售客户的虚
假交易再把资金运作到红太阳公司账户
上， 完成集资户的资金真正借入红太阳
公司的过程。

据统计，周红阳、张春金累计集资
资金28.26亿余元，尚未支付的集资本金
余额8.51亿余元，集资人数1351人。

通过一天的庭审，经法庭调查、举证
质证、 法庭辩论， 控辩双方就本案的事
实、证据、定性和量刑情节等充分地发表
了意见，法庭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双方争
议焦点明确，可以定案。鉴于案情重大复
杂，法庭决定对该案择期宣判。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梁成文 李礼

涉案28亿，1300多人受害
娄底“红太阳”非法集资诈骗案开庭审理

本 报 11 月 23 日 讯
“爱笑、爱漂亮，出门前都
会自信地对镜子笑一笑。”
肖妙莲怎么也想不到，21
岁的侄女肖路路会突然离
开这个世界。2个月前，21
岁的肖路路夜晚离家后一
直没有音讯， 直到第二天
遗体在长沙市福元路大桥
下被发现。

妙龄女郎为何突然身
亡？ 由于事发地是监控盲
区，近2个月以来，家人一
直试图寻找事情真相。

女孩遗体上多处骨折

9月26日凌晨5时许，
浑身是血的肖路路在长沙
福元路大桥西被人发现。
根据医院开具的死亡证
明， 肖路路死亡原因为多
发伤，腹腔脏器破裂出血，
盆骨骨折，此外大量出血，
并失血性休克。

“她全身上下都是伤，

还有些随身物品也不见
了。” 肖路路的姑姑肖妙莲
出具的遗体照片显示：肖路
路头顶右侧有一伤口，并附
有血迹。脸部和手部也有明
显外力所致的伤痕，鼻梁和
颈部也有皮肤组织脱落。

当日肖路路被发现的
地方位于福元路大桥西的
一块空地处。肖妙莲告诉记
者，在距离肖路路死亡地方
1.5米处，警方也发现了一长
条血迹。 在肖妙莲看来，如
果侄女是从桥上自己掉下
来，坠落的地点不应当有拖
动的痕迹。

然而，事发地点处于监
控盲区。侄女生前最后几个
小时到底经历了什么成了
谜团。近2个月以来，家人一
直在试图寻找出真相。

家属征集线索寻找真相

银盆北路与景观路西
南角的人行道，是监控中能

看到肖路路最后消失的地
方。事发监控视频显示：9月
26日凌晨3：03， 肖路路的
身影出现在监控中，一路孤
身走在人行道上。4分多钟
后，肖路路最终消失在监控
中。期间，有两辆车从马路
上经过。

在肖妙莲看来，视频中
的两辆车主，很有可能能提
供一些有效线索。侄女过世
后，肖妙莲接到过银行打给
肖路路的催贷电话，另外还
有几条网络借贷平台的催
款信息。 肖妙莲做了统计，
侄女生前的确欠下了2.2万
的贷款。“家人已经同意帮
她还， 而且她自己也有工
作。”肖妙莲说，她曾经问过
侄女欠款的事，但是肖路路
没有多说。

21岁的肖路路去年毕
业于长沙一所大专院校，曾
在一家市场投资公司上班。
“她当时在公司找了个男朋
友，而且是自己的上司。”肖
妙莲告诉记者，因为侄女和
男朋友闹掰了， 今年8月份
侄女就辞掉了工作，然后来
到她家里住了一个多月。

期间， 肖路路为了早
日还贷， 还在附近一家夜
宵店打工，“出事那天她休
假，可能想出去散散心，没
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市
民王先生提供线索， 奖励
30元） ■记者 张浩

女孩离奇身亡，曾收到多条催贷信息
两个月前在长沙福元路大桥下被人发现，家属至今仍在征集线索寻找真相

为了寻找目击证人， 肖路路的父亲肖国佐几乎每天都会去女儿出事的地方征集线索（左
图）。肖路路生前与姑姑肖妙莲的合影（右图）。 家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