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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工作， 提升农村广大群众交通
安全意识， 邵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深入农村，利用“大喇叭”积极开展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宣传。

针对农村群众实际和作息情
况，该大队在早、中、晚选择三个时
段， 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安全
出行知识， 讲解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和安全常识， 提醒村民走亲访友期
间，不要坐超员的面包车、不要乘无
营运资格的三轮车和喝酒后不要驾
驶摩托车等， 同时讲解农村常见的
拖拉机非法载人、 超员载客等违法
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

■罗曼 吕桂华 陆益平

初冬天气暖，小似立春时。
万树无多叶，千花试一枝。天红
霜有信，星晕雨先期。怕见梅花
发，愁怀未辨诗。在这大美的初
冬时节，品“大桥”味登黄鹤楼
一日游又出发啦！

2017年8月至11月， 通过
湖南娱乐频道的《我是大赢
家》、《最佳拍档》线下活动，现
场人气爆棚，大桥鸡精的新老
客户纷纷抢购大桥系列调味
品。 为了回馈这些新老客户，

味好美公司加大了活动力度，
在购买达35元的消费者中抽
出了10名幸运观众。这些幸运
观众将分别携带一名成人家
属，于今日即11月29日莅临味
好美（武汉）食品有限公司参
观，品尝大桥美味，登上黄鹤
楼啦！

品大桥味登黄鹤楼一日
游， 让您尽情享受大桥激情美
味， 感受味好美公司为您带来
的舌尖上的芭蕾。登上“天下江
山第一楼”的黄鹤楼，感受黄鹤
楼上远眺长江之壮丽， 领略大
武汉的旖旎风光。

敬请关注《三湘都市报》，
和这些幸运观众一起分享这快
乐的旅行吧！ 经济信息

本报11月28日讯 今天
上午，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对被告人彭宇华、李
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
公开宣判， 认定彭宇华、李
明哲均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彭宇华有期徒刑七年，
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判处
李明哲有期徒刑五年，剥
夺政治权利二年。彭宇华、
李明哲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不上诉。

宣扬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建QQ群发展会员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
年5月， 被告人彭宇华在湖
南省长沙市创建“两岸牵
手”QQ群，宣扬颠覆国家政
权思想， 发展成员。 同年9
月， 被告人李明哲加入，并
逐渐成为骨干成员。同年11
月，彭宇华将“两岸牵手”更
名为“围观中国”。在与李明
哲等人沟通后，彭宇华制定
了近两万字的“梅花计划”，
确立了建立政党、推翻国家
现行政治制度的终级目标，
提出以网络为载体，建立覆
盖全国的五级架构、2017年
达到 100万成员的阶段目
标。

2012年11月23日至25
日，彭宇华召集史旭鹏、叶阳
聪（均另案处理）等人在湖北
省武汉市开会， 确定成员分
工，由彭宇华任执行经理，李
明哲任执行副经理。2012年
12月初，“围观华南”QQ群
成立， 李明哲先后担任该群
的管理员、 群主。2013年以
后， 李明哲等相继筹建多个
QQ群组 ， 成员最多时达
2000余人。

撰写、转发诋毁、攻击国
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言论

彭宇华、 李明哲通过
QQ群等撰写、转发诋毁、攻
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文
章、书籍、视频等，煽动推翻
国家现行政治制度。 两名被
告人利用创建的QQ群，有
针对性设定“围观”主题，组
织群成员对社会热点事件进
行炒作。

李明哲还多次前往内地
城市， 参与当地群成员等人
聚会， 散布抨击国家政权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 并通
过QQ空间、“脸书”、微信等
社交网络平台， 煽动他人颠
覆国家政权， 并明确表示不
排斥“暴力革命”。

2013年下半年开始，被
告人彭宇华因与被告人李明
哲等人产生矛盾等原因，逐
渐淡出“围观中国”“围观华
南” 系列群。2014年2月以
后， 彭宇华停止了对相关
QQ群的维护和管理， 放弃
了“梅花计划” 的推广和实
施。

因当庭认罪、悔罪，依法
获从轻处罚

法院认为，被告人彭宇
华、 李明哲以颠覆国家政
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
的，成立非法组织，策划颠
覆国家政权的计划、 方法、
步骤，攻击宪法所确立的制
度，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其行为均已构成颠
覆国家政权罪。 公诉机关
指控彭宇华、 李明哲犯颠
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清
楚 ，证据确实、充分，指控
罪名成立。

根据彭宇华、 李明哲在
颠覆国家政权犯罪中的地
位、 作用， 彭宇华系首要分
子，李明哲系积极参加者。彭
宇华、李明哲到案后，均能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并当庭
认罪、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彭宇华中止犯罪行为，依
法应当减轻处罚。 根据彭宇
华、 李明哲犯罪的事实、性
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
程度，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的近亲属， 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
各界群众代表共30人旁听
了宣判。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全程视频
播报了庭审宣判实况。

宣判结束后， 根据被告
人彭宇华、 李明哲家属的请
求， 法院安排两名被告人与
家属分别会见。

■记者 虢灿

彭宇华李明哲分别获刑7年和5年
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宣判后二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本报11月28日讯 今天上
午， 邵阳人民翘首以盼的市内
高铁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正式
开工。

邵阳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
项目是邵阳市实施“二中心一
枢纽”战略的重点工程。该项目
总规划用地面积1048亩。包含
八个方面内容：5.2万平方米的
现代化高铁站站房、 长途客运
站、火车站南北广场、公交和出
租车系统、路网配套工程、商业
配套设施建设、 停车场系统建
设、站前(南北两面)广场景观系

统建设。 该项目规划用地北至
邵阳大道 (邵州路)， 南抵桃源
路，西临铜铃西路至金山路(包
括金山路以西部分地块)，东靠
铜铃路至紫霞路，是洛湛、怀邵
衡和规划的呼南、长邵城际、邵
冷等5条铁路的交会中心。项目
控规面积1477亩，其中铁路以
北为既有站房及魏源广场，铁
路以南控规面积1048亩，项目
建设用地630亩， 估算投资40
亿元 (含动车存车车场估算10
亿元)。

■陆益平 马永忠 张阳

品“大桥”味 登黄鹤楼一日游出发啦！ 邵阳县利用农村“大喇
叭”奏响交通安全曲

邵阳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开工

11月27日清晨，娄怀(娄底至怀化)高速溆浦县三江镇三江特大桥，青山如黛、
云蒸霞蔚如仙境，大桥仿佛天路入云端，美不胜收。 雷文录 谌晓荣 摄影报道云蒸霞蔚如仙境

交通连线

凤凰服务区封闭至12月底
本报11月28日讯 记者从省高

管局获悉， 包茂高速凤凰服务区南
往北方向（怀化往吉首方向）从11月
28日早上8点正式开始封闭施工，无
法提供服务。 封闭工期将持续至12
月31日。 从怀化方向北上的驾驶员
可以提前在包茂高速的怀化服务区
休整， 从贵州方向经包茂高速北上
的驾驶员， 可以提前在杭瑞高速的
南长城服务区加油。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1月28日讯 今天，常德
市安乡县人民法院在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吴正戈、张李
理、周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及被
告单位益阳五洲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和被告人吴正戈、贺军骗取贷
款一案。

合议庭分别于2017年9月21
日、11月15日和11月27日组织了

三次庭前会议， 就非法证据排除、
证人及鉴定人出庭作证等相关问
题与公诉人、辩护人和诉讼代表人
进行了质证。

该案原定于28日上午9时30
分开庭审理，在看守所提审被告人
时， 吴正戈表示身体不适不宜出
庭，安乡县人民法院立即将其送往
安乡县中医院进行检查。医生经全

面检查后， 认为其能够出庭应诉。
安乡县人民法院充分征求其家属
和辩护人意见后，在安排医护人员
陪同的情况下， 于当日13时对该
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预计持续4天左右，被告
人家属、被告单位代表、媒体记者、
社区群众等40余人旁听了庭审。

■记者 虢灿

吴正戈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骗取贷款案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