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9日讯 日前，湖
南农业大学位于浏阳的实习
基地，学生种的玉米被当地村
民偷摘，当地派出所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处置。 据初步调查，
被村民损毁的试验田约占全
部玉米试验田的30%， 涉事4
人系基地附近60-80岁妇女，
已被依法询问。

事发后，沿溪镇党委、政府
迅速组织当地村、 组召开村民
小组会议，组织归还被盗物品。
目前已归还玉米棒近百个，未

发现被盗玉米流入市场。
“因此次事件造成的损

失，我们深表歉意。”沿溪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镇村
将积极与湖南农业大学浏阳
教学实习基地协商，完善基地
防护隔离网、提示牌，组织治
安巡防队与基地师生一起加
大巡逻力度，确保该基地教学
科研工作有序进行。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
查中。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龚怡菲通讯员王艳明

本报7月9日讯 今天，记者从
长沙市天心区检察院获悉，长沙市
民宋波（化名）因涉嫌抢劫罪被提
起公诉。

2017年上半年， 宋波迷上微信
赌博，短短半年输光存款，且债台高
筑。据悉，宋波玩微信红包赌博输近
50�万元，其中高利贷就有20多万。

为偿还赌债，宋波决定铤而走
险。 他在网上自学了一些抢劫技
能，让妻弟帮忙购置摩托车、黑色雨
衣、帆布包、铁锤、玩具手枪。2017
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长沙市天心
区南湖大道张万福珠宝店内， 宋波
持锤子等工具抢走金器200余克离
开现场。次日，宋波及其妻弟将金器
以5.2万元的价格销赃。

近日，天心区人民检察院以两
名被告人涉嫌抢劫罪向法院提起
公诉。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王渊
实习生 刘颖 覃梦娟 瞿魏娟

本报7月9日讯 工资被
拖欠6年， 湖南扬子冶金实业
有限公司的80名前职工，在长
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的努力下，拿回了自己的部分
血汗钱。（详见本报2月8日A03
版）今天，雨花区法院传来好
消息， 第二笔执行款已经追
回，99名前职工拿回了80万元
工资。

2012年8月30日，扬子冶
金突然宣布停产 ，2013年 2
月，众多员工的劳动关系相继
解除。工作没了，数万元的薪
水也不见踪影， 近400名员工

被迫踏上了艰难的维权路。
雨花区法院执行局法官

杨眺宇介绍，由于扬子冶金早
已停产，没有偿还欠款的能力，
其公司的厂房、 设备等也都已
抵押给了银行， 法院无法处置
其财产， 只有通过到他们公司
的欠薪单位去追讨， 才能解决
职工的工资问题。 功夫不负有
心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法院
现在已经为这些员工追回了两
批欠款，共计180万元。

“今天发放的执行款，主
要是解决2017年和2018年申
请执行的。”杨眺宇表示，第二
批发放的工资没有实现预期
目标，法院执行局今后将继续
为该公司前职工追讨工资。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彭保胜 通讯员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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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9日讯 7月7日， 长沙
市浏阳河大道荷花路口，一台黑色
奥迪小车“骑”上了翻倒在地的护
栏上。肇事原因系司机开车时接电
话将护栏撞翻近百米。而当交警到
来后，驾驶员称“都是车子太好了”。

7月7日下午3点多，一辆湘A牌
照黑色奥迪车在长沙浏阳河大道由
北往南行驶， 车子准备右转弯进入
荷花路口时， 不慎撞上了路中央的
护栏。 近100米的护栏被撞翻后，车
子被护栏卡住， 驾驶员也被困在车
内。 芙蓉区交警十二中队指导员何
培军在辖区巡逻时发现了该起事
故，驾车男子神志清醒并没有受伤。

经询问， 驾驶员冷某交代称，
由于转弯时车速太快，当时手机刚
好响起，自己正准备接电话时来不
及减速，在急打方向盘刹车后不慎
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民警在查看
冷某的驾驶证时发现，冷某已有10
年的驾龄。民警问及车子是否是驾
驶员本人的，冷某表示，车子是借
用朋友今年4月份买的新车， 由于
今天是第一天开，自己不熟悉车子
性能所以导致了事故。“都是因为
车子太好了。”冷某说。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后，冷某将
面临驾驶证被扣2分、罚款200元的
处罚。芙蓉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朋
友，行车在复杂路段时，要在确保
安全的情况下转弯，切莫超速和分
心驾驶。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程欣鑫

本报7月9日讯 今天早
上， 浏阳市民蓝女士意外发
现，自己停在单位停车场的小
车不知被何人刮擦。更让她感
到意外的是，在小车雨刮器下
面， 还放着用纸包着的200元
钱，在纸条上写着一段致歉的
话。蓝女士表示，“虽然车子损
坏了，我却很开心。”

早上10点左右，蓝女士突
然接到同事的电话，说她的车
子被人刮坏了。蓝女士第一时
间赶到停车处查看，发现车头
右前方有一道明显的划痕，还
掉了些油漆。 再仔细一看，雨
刮器下面放着一张折起来的
纸张。蓝女士打开纸张,发现
里面有200元现金， 纸条上还
留着一段文字：“亲爱的车主：
对不起，我骑自行车时，车链
突然断掉了 ， 我不是故意

（的）， 我就给这些钱表达歉
意。我不小心撞掉您车的一些
漆。 我不想让我的父母知道，
在此，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

记者注意到，尽管纸条皱
皱巴巴的，但“肇事者”歪歪扭
扭、 稚嫩的字迹却清晰可辨。
蓝女士说，从字迹来看，“肇事
者”可能是一位小朋友，“我真
的很感动，车损坏了，我却很
开心！如果有联系方式，我一
定还给他（她），为孩子的诚实
和责任心点赞！”

蓝女士还说，希望自己能
找到“这个优秀、可爱的小朋友。”

9日晚， 浏阳市从事汽车
烤漆工作的牛师傅得知情况
后，主动联系蓝女士，表示愿
免费为其修车。蓝女士再次被
感动。
■记者李成辉实习生龚怡菲

本报7月9日讯 近日，株
洲的王女士向本报记者反映，
称其通过某婚恋网站认识了
一名自称某海外集团的技术
人员，原以为找到了“真命天
子”， 结果却被对方以利用网
络漏洞赚钱，被骗了14万元。

今年年初，32岁的王女士
在某婚恋网站注册了一个账
号，一位自称名叫邓尚真的男
子主动搭讪。他自称是马来西
亚云顶赌场的一名技术人员，
已离异。 双方网聊了一个月
后，邓尚真发来一个名为“北
京赛车pk10”的网站，称可利
用网站的漏洞赚钱。在对方的
游说下， 王女士注册了账号，
且充值了2万元， 几次操作下
来，果真赚了钱。见有盈利，再
加上邓尚真的游说，王女士分

多次充值，充值金额达到14万
元时，网站突然显示其账号违
规操作，无法登录。

王女士回忆说，除了微信，
邓尚真曾使用一个归属地为上
海的号码与她联系， 但目前已
停机。 王女士提供的手机转账
记录显示，其分多次将14万元
转到了陈旭龙的账户。“我问了
银行，银行说账号是真的。”

目前，王女士已向当地派
出所报案。

公安部门提醒，选择婚恋
网站交友时，应核实对方身份
及其他信息。注意妥善保管好
自己的个人银行卡及密码、短
信验证码，任何情况下都不要
轻易向他人透露账户信息，更
不能向不明账户转账，以免上
当受骗。 ■记者 杨洁规

浏阳一小车被刮擦，车主却两获感动
原因：对方留下致歉纸条和200元现金 修车店主动上门无偿提供修车

第二笔执行款到账，99人领走80万元

株洲女子网恋被骗14万

开车接电话
奥迪车“骑”上护栏

男子抢劫还赌债

村民偷摘农大实习基地玉米
损毁试验田30%，政府积极介入处置

肇事者留下的纸条和现金。 记者 李成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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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人跨省讨薪，两年追回100万元》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