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户邻居状告房东和租客

唐军（化名）在桃源县城开
了一家手机店， 租住在桃源县
漳江镇一楼房， 一租就是7年。
房东是王莉（化名）。

2016年9月的一个晚上，唐
军位于三楼的卧室突然着火，
不仅唐军所在的房子受损，还
有10户邻居因此次火灾家里财
产受损。 消防部门认定起火原
因，不排除电器故障引发。

其后，10户邻居分别起诉，
将唐军、 王莉一同起诉到桃源
县法院。

这10个案子都交由了敬志
恒法官审理，敬志恒认为，本案
两个焦点， 一是赔偿损失如何
认定，二是该由谁来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唐军、王莉
此前签订了租房合同， 其中明确
约定了租户唐军负责房屋设施维
护， 如果发生火灾， 唐军负责赔
偿。此外，即使合同无效，唐军作
为房屋占有人， 仍然负有管理义
务， 应该对火灾造成损失承担赔
偿。据此，法院判决租户唐军赔偿
10户邻居共计16万多元。 宣判
后，原被告均没有上诉。

办案千件零改判、零错案

敬志恒常说：“法律是冰冷
的， 但法官的审判一定要传递
温暖。”

2015年10月，印某驾车搭载
同村好友刘某外出， 车辆不慎驶
入水塘致两人溺亡。 两个家庭均

痛失独子，双方亲人深受打击，但
是刘某父母却要求印某父母在继
承遗产范围内赔偿， 印某的母亲
无法接受，整日以泪洗面，对法院
送达文书抵触情绪极大。为此，敬
志恒在工作任务非常繁重的情况
下，6次上门做当事人的调解工
作， 耐心倾听诉求， 解释法律规
定，安抚开导，最后促使双方当事
人达成调解协议， 当场给付11万
元赔偿款。

在桃源法院， 敬志恒被同事
们称为“难案专业户” ，十年来，
他办结案件1200余件，从未改判
或发回重审，零错案、零投诉、零
上访， 先后被评为全省审判业务
专家、全省法院先进个人。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文左龙
实习生 张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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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兼职“刷单”
一笔单得5元佣金

2017年年初， 长沙警方先
后接到多起“兼职刷单返利”网
络诈骗案。经梳理，串并同类案
件400余起，其中长沙某大学学
生丽丽（化名） 就是受害人之
一。 据丽丽介绍， 第一次她花
110元购买了面值为100元面
额的话费充值卡， 随后收到了
对方转来的115元，其中多出的
5元即是刷单佣金。

此后，按“客服”的要求，丽
丽先后在长沙任信网络科技公
司购买了4840元话费充值卡。
每完成一笔丽丽都被要求，将
付款成功的界面截图给对方。
而完成3笔任务后，“客服”不仅
没有返钱给丽丽， 还要求她继
续购买，并承诺退钱。事后，丽
丽却再也联系不上对方， 发现
受骗的丽丽赶紧报了警。

警方调查发现， 该系列案
件诈骗嫌疑人多分布在菲律
宾、泰国等地，同时，国内呈现
多个为诈骗犯罪服务的网络平
台公司， 公司地址集中在湖南
省宁乡市和江苏省宿迁市。该
案受害人遍布全国各地， 达到
数万名。仅在2017年2月9日至
2月28日的20天时间里，涉案资
金累计高达1.8亿余元。

因受害人数众多， 涉案金
额巨大， 公安部将此案列为国
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部督案件， 并同时向阿
里巴巴集团请求派专人协助，
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经过缜密
侦查， 专案组摸清了整个刷单
诈骗案的黑色产业链条。

6家网络公司被查封
嫌犯家中搜出大量现金

历时2个多月的缜密侦查，
联合专案组全面清查犯罪各环
节的组织构成， 囊括兼职诈骗
键盘手、信息推广商、网络数卡
销售平台、网络数卡回收平台、
公民个人信息贩卖及QQ、支付
宝等网络通讯工具售卖六大环
节，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巨大的
兼职刷单诈骗犯罪网络。

抓捕当日，200多名警力在
长沙傲付网络公司、 神逸游网
络公司等6家网络公司开展同
步抓捕。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
40余名，并在其中一名嫌疑人
石某的家中搜出大量现金。警
方还扣押了这6家网络公司数
十台电脑主机， 当中留存的，
都是受害人购买电话卡的相
关数据。

据统计， 该系列案涉案金
额超过5亿元，受害人达到数万
人。通过全国多地警方的协作，
最终将这一兼职刷单的网络诈
骗利益链斩断。目前，主要犯罪
嫌疑人均以涉嫌诈骗罪被批准
逮捕，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冯胜

好消息， 又一款新票即将
震撼来袭， 最高奖金40万元的
刮刮乐新票“黄金时代”于2018
年1月8日在湖南省闪耀亮相。
这对于三湘的彩民来说无疑是
一个好消息。

刮刮乐新票“黄金时代”票
面为上下结构， 上半部分将金
条放置在浩瀚的星海里， 附和
着“黄金时代”金色的标题，刺
激、充满诱惑力；采用烫金工艺
打造，画面更加炫目耀眼。说起
烫金工艺打造的刮刮乐彩票，
广大“刮奖控” 们一定还记得
“闪耀钻石”吧！没错，这是继

“闪耀钻石”之后，刮刮乐推出的
又一款全新的烫金工艺彩票，“冷
烫”工艺让票面更璀璨、更夺目！

彩票采用“三对多”的数字玩
法， 简单好玩。 该款彩票奖级丰
富，中高奖数量相对较多。彩票面
值10元，头奖40万元，奖级12级，
返奖率65%。游戏规则为：刮开覆
盖膜，如果任意一个“我的号码”
与任意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
可获得该“我的号码”下方所对应
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如果
刮出金条图符， 即可获得玩法区
内所有的奖金之和。

■刘菲

刮刮乐新票“黄金时代”震撼上市

“黄金时代”精美票面。

本报1月9日讯 1月9日，长
沙交警通报了一起交警部门打
击非法中介挖出的诈骗案，嫌
疑人罗某已被刑事拘留。

2017�年12�月28�日，长沙交
警机动大队接到报案， 对方称
在长沙市城东车管所办业务
时，被人以帮忙过年检为由，骗
去1.48万元。

报案人姓廖， 他的车是广
东牌照。去年9月，他的车快要
年检了， 但该车有30多条违章
记录，100多分的驾驶证记分。
廖某开车来城东车管所办业务
时，被一年轻男子搭讪，该男子
自称能帮他消掉所有违章，每
分100元，同时还有罚款金额以
及外地车年检相关费用， 共计
1.48万元。 廖某先给对方打了
6000元。 但他的违章记录迟迟
没有消除。 在廖某的再三催促

下，对方拿来一张打印的图片，
称他的违章已经消除一部分
了。廖某再次付钱，先后给了对
方1.48万元。

但事后廖某发现所有的违
章记录依然存在，于是报警。民
警调查发现， 家住芙蓉区的罗
某有重大作案嫌疑。1月8日傍
晚， 民警在芙蓉区人民东路与
农大路交汇处一网吧将罗某抓
获。经审讯，罗某供认不讳。目
前罗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长沙交警机动大队办案
中队中队长金煦介绍，驾驶员
要通过正规途径来消除违法，
不要相信非法中介、 了难人
员。买分、卖分本身属于违法
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如果遇
到类似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
进行报案。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网络兼职“刷单”做诱饵，上万人被骗
长沙破获特大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超过5亿元，全国受害人达到数万人

相关链接

找人消违章，被骗一万多元
长沙交警破获一起打着“消分”幌子的诈骗案

出租房起火牵连邻居，损失谁来赔
看“难案专业户”法官如何秉法断案

1月9日，黔张常（重庆至张家界至常德）铁路龙山县红岩溪镇西湖冲特大桥正在架设T梁。西湖冲特大桥全长
526.26米，9个桥墩、2个桥台，是黔张常铁路的控制性工程。 曾祥辉 田明化 摄影报道

三层楼的房子起火，殃及十户邻居。十户邻居分别起
诉，状告起火房屋的租客和房东，损失该由谁来赔偿？该
案由“难案专业户”，常德桃源县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敬
志恒办理。1月9日，省高院“司法公正三湘行”采访团来
到常德桃源，走近“全省法院先进个人”敬志恒法官。

“受害者达到上万人， 短短20天涉案金额高达1.8个
亿。” 从2017年年初开始， 长沙市各区县公安局受理的以

“兼职刷单返利”方式的网络诈骗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经
警方查明，该系列案诈骗嫌疑人多分布在菲律宾、泰国、马
来西亚等国，同时国内公司地址集中在湖南省宁乡市和江
苏省宿迁市。

1月9日，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已有40余名犯罪嫌
疑人落网，在其中一名嫌疑人石某的家中搜出大量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