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盯高速服务区货车司机
4个月流窜作案百余起
常德警方破获系列持刀盗窃案

A09 市州新闻

本报12月6日讯 12月6日，
由三一重工举办的“三一荣耀·压
路先锋” 首届三一压路机操作手
大赛在长沙产业园一处调试场拉
开帷幕。 此次比赛吸引了近千名
操作手报名， 经过全国15个赛区
的激烈海选比拼后，23名优秀选
手进入到了总决赛。 全国总冠军
的奖品非常诱人———三一重工直
接拿出了一台价值30多万元的三
一压路机奖励给全国最牛操作
手。

经过赛道比拼、笔试、网络
投票三重评分，来自宁夏赛区的
黄文祥以102分的总分获得冠
军，开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三一
压路机。 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
泵送事业部董事长梁林河表示：
“多年来， 三一集团一直扮演着
行业领跑者的角色，我们希望通
过这次比赛为所有拥有梦想的
操作手们创造一个机会，实现人
生梦想。”

据了解，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
程机械制造商， 三一重工已在路
面机械领域深耕二十年， 是国内
最大的路面机械成套设备生产商
之一， 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
区。今年年初，三一推出全新一代
C8路面机械成套设备， 其中，三
一全液压单钢轮压路机一经上
市， 就赢得了市场的肯定和客户
的追捧。目前，这一产品已在全国
销售近千台， 在国内同类产品中
排名第一。

■记者 黄文成

本报12月6日讯 因犯侵
犯著作权罪，今年29岁的刘小
龙（化名）被攸县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
个月， 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其
违法所得将被追缴。 今日，记
者从株洲市公安局了解到，这
是全省破获的首例网络侵犯
著作权案件。

2015年5月， 攸县公安局
网安大队在对网吧进行例行
检查时，发现有人在网上阅读
当时非常火热的连载网络小
说，细心的民警观察到网友并
未在其官方网站阅读，而是在
一个广告非常多， 且内容涉
黄、 涉赌的网站免费连载。大
队长江强介绍，随即警方联系
到了连载网络小说的作者，了
解到他并未授权给该网站连
载。该作者也直接向攸县警方
报案，并随后派出律师从上海
来到攸县，协助调查。

同年6月，攸县警方对“四
五中文网”侵犯著作权一案立
案侦查。民警发现，“四五中文
网”有非常多的广告，大多数

为非法广告， 无法查证来源。
其中有一家大型网络平台与
其合作， 民警通过联系该平
台， 并通过对方提供的信息，
最终锁定了甘肃省兰州市的
刘小龙为嫌疑人。当年8月，攸
县警方在兰州刘小龙家中将
其抓获。

刘小龙今年29岁，自2014
年他从网上购得“四五中文
网”所有权后，在未经授权的
情况下盗版 《完美世界》等
3500余部网络电子小说至自
己的“四五中文网”上，保持每
天更新，以此吸引网民的点击
量。期间，刘小龙与百度联盟
等平台广告商合作，赚取广告
收入分成， 共计非法牟利108
万元。2017年11月10日， 攸县
公安局网安大队破获的省内
首例网络侵犯著作权案件成
功宣判，攸县人民法院认定刘
小龙犯侵犯著作权罪，对违法
所得予以追缴；判处刘小龙有
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刘娜

本报12月6日讯 尽管车
门车窗紧锁，但驾驶室仍被翻
个底朝天，现金、手机、加油卡
甚至零食均被一扫而空。今年
7月至10月， 仅常德境内的二
广高速、杭瑞高速服务区就有
40多名司机遭了贼手。

12月5日， 随着最后一个
犯罪嫌疑人在广西落网，常德
临澧警方成功破获了这一流
窜全国十多个省市作案100多
起的系列持刀盗窃案，5名犯
罪嫌疑人全部归案。

案发:
货车司机凌晨频遭贼手

今年7月1日凌晨，吉林籍
货车司机李新建将车停进了
二广高速临澧服务区，没几分
钟便酣然入睡。 一觉醒来，李
新建慌了神： 枕在头下的1万
多元货款不知所踪，上衣口袋
里的手机也不翼而飞。虽说后
来借到电话报了警，但嫌麻烦
的他并未就近下高速前往公
安机关，而是自认倒霉，一路
向北回了家。7月12日凌晨，警
方接到河南人张涛报警称，在
二广高速往南方向1842公里
处， 他驾驶的货车车门被撬，
随身携带的4000多元现金、手
机、 加油卡等上万元财物被
盗。

因案发现场没有监控设
备， 周围也没有目击群众，黑
影的外貌特征无法断定，案件
侦破一时陷入僵局。专案民警
经过统计，今年7-10月，常德
境内的二广高速、杭瑞高速发
生类似案件40多起， 其中8月
份就发生了12起。综合受害人
的报警情况，嫌疑人除了实施
盗窃，居然还对部分货车司机

亮出尖刀进行抢劫。

抓捕:
高速出口民警围堵擒贼

临澧县公安局迅速成立
专案组，对案发时段通过高速
公路卡口的可疑车辆进行排
查，发现案发前后，均会有悬
挂不同假车牌的一辆黑色大
众帕萨特小车出现。该车在进
出收费站时， 明明是夜间，但
前排的遮阳板都被打下来，车
内人员似乎故意遮挡面貌。

掌握了可疑小车的活动
轨迹，10月31日晚， 民警在二
广高速澧县复兴厂收费站架
网布控。凌晨1时许，帕萨特小
车刚进入收费站，等候已久的
民警立即驾驶民牌车拦住其
去路， 抓获犯罪嫌疑人林某、
陈某、李某3人，车内搜出大量
自制开锁工具、假发、胶带、对
讲机和一堆假车牌。

11月11日、12月5日，该
团伙另2名成员先后在湖北、
广西落网。专案组民警陈亮介
绍， 团伙5名成员均无正当职
业，分别有盗窃、贩毒、吸毒、
寻衅滋事等前科，并多次被判
刑。该团伙通过网络从沿海地
区购买了20多套假车牌，驾乘
帕萨特小车三人成行，沿途交
替在高速和国道上行驶，戴上
假发乔装。等到了高速公路上
的临时停靠区、服务区，嫌疑
人趁货车司机凌晨熟睡时，采
取技术开锁、撬车窗的方式进
入驾驶室行窃。 短短4个月时
间里， 林某带队流窜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等十多个省市，
疯狂作案一百多起，涉案金额
高达百万元。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吴林芳

盗取3500多部网络小说牟利108万
全省首例网络侵犯著作权案宣判 嫌疑人获刑三年

首届三一压路机
全国操作手大赛
冠军赢走一台
价值30万元压路机

12月5日，汉寿县崔家桥镇，占地1823亩的建在水面上的中晖光伏发电建设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全部光伏
板、电线设备安装，建成后年均上网电量可达6800万千瓦。近年来，该县利用丰富的鱼塘、滩涂、芦苇荡滩等开发
“渔光互补”光伏项目，发电面积1万亩以上。 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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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6日讯 今晚，
长沙市公安局通报称，经专案
组民警连日来奔赴赣、苏、鲁、
豫、 粤等地开展侦查抓捕工
作，长沙壹号公馆“11.28”致
两人死亡命案犯罪嫌疑人徐
某强(男，20岁)、乔某凌(男，20
岁)于今日17时许在广东省东
莞市落网，该案成功告破。

11月28日，长沙芙蓉区壹
号公馆一个酒店房间内，两名
年轻女子被发现在房间遇害。
据知情人透露，被害的两名女
子是和一名男子一起合租了
一套两室一厅的小公寓，在两
名女子被害后，这名男子不知
所踪。

案发后，芙蓉公安分局就
此发布警情通报表示，因案情
重大，市、区公安机关高度重
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启动命案
侦破机制，全力追查嫌疑人。

通报透露 ，2017年11月
28日16时许，长沙市公安局芙
蓉分局定王台派出所接到黄
泥街社区某酒店工作人员报
警， 称酒店1301房发生命案。
该所民警接警后，立即赶赴现
场，发现客房内两名年轻女子
已无生命体征。

据了解，其中一名被害女
子晓岚（化名）今年19岁，益阳
南县人。 据晓岚家人介绍，24
日是晓岚妈妈生日，当天给妈
妈庆祝生日后就从家里出来
了。另一名女子叫小凡(化名)
今年22岁，长沙县人，两名女
子是在外面打工相识的。晓岚
从家里出来之后，就跟随小凡
住到了壹号公馆内的某酒店
公寓1301房内，跟她们一起登
记入住的还有一名男子。事发
后，这名男子不知去向。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孔奕

长沙壹号公馆两女孩被害案告破
两名嫌疑男子东莞落网 嫌疑人之一曾与被害女孩合租

日前，由邵阳市双清区慈
善会、 双清区民政局主办，邵
阳市慈善超市双清总店承办
的“慈善大爱 超市先行”主题
公益活动暨邵阳慈善超市双
清区总店开业庆典在双清区
民政局社区服务大楼前坪隆
重举行。

活动现场，协办单位与志
愿者们为辖区居民们开展了
免费义诊、义剪、健康检查、康
复理疗、心理咨询、法律咨询
等志愿服务，让社区居民真正
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与会领导还向6名特困群众代
表发放了爱心物资。

据悉，邵阳慈善超市双清
区总店内设商品经营区、现金
乐捐区、爱心义卖区、捐赠物
品展示区和便民服务区，是在
市民政局的指导和双清区委、
区政府的支持下，秉承“以人
为本，为民解困”的服务宗旨，
搭建的针对本辖区内的特困
家庭、弱势群体提供“最实际
帮助”的平台，承担“慈善家、
救助站、公益点”的慈善功能。
■刘利群王海波赵先科陆益平

邵阳市慈善超市双清区总店关爱困难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