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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诱惑，小伙网上寻工作被骗8万元
怀化公安侦破一起“高薪陷阱”案，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
近日， 怀化市公安局鹤城
分局通报了一起“高薪陷阱”
案。受害者小龙(化名)怀揣着梦
想从贵州来到怀化拿高薪，没
想到被骗了8万元， 还遭遇谩
骂、殴打，甚至威胁：拿不出钱
就要割他的肾。

网上招聘，高薪作“诱饵”
今年5月底，19岁的贵州小伙
子小龙在网上找到了一份月薪
6000元的
“
好工作”。和对方联系
后，双方都很满意彼此的条件。
6月1日， 小龙从家乡的小
镇踏上了来怀化的路。 到怀化
后，有工作人员到高铁站接他，
对方热情地带他吃午餐， 一路
还不忘给他介绍工作岗位的各
种优越待遇。
小龙被该名工作人员七拐
八绕地带进了一套简陋的出租
屋。 一进门小龙就被四五名男
子关进了一间房内， 其手机和
随身物品也被搜走。当天晚上，
一名被称为“李主任”的男子要
小龙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随
后让其吃饭休息。 此时的小龙
已经忐忑不安。次日开始，同房
的几名男子开始轮番给他灌输
网络营销的内容， 告诉他如何
“小投资、大事业”，要求他购买
37套2800元的产品。见利诱不

要案传真

成， 这群男子开始对他谩骂、殴
打，不给吃饭。经过10余天，见小
龙依然不肯拿钱出来， 领头的
“
邱主任”将小龙双眼蒙住，并用
刀抵住其腰部，威胁小龙再不拿
钱出来就割他的肾脏去卖。
受到恐吓的小龙被迫屈服
于他们，并按照“邱主任”等人
的指示，欺骗家人转来了8万元
钱。
钱已经投入，小龙向“李主
任”提出自己不愿意再做这行，
并执意要离开。“李主任” 便退
还其手机后驱车送其离开。

6名嫌疑人38小时落网
离开“狼窝”的小龙选择了
报警。
怀化市鹤城区城南派出所
经过38小时侦查， 锁定了嫌疑
人的据点。6月28日晚， 抓捕组
民警聚集到鹤城区汽车西站聚
福花园旁蹲守。当晚11点许，民
警一举将以李某为首的6名犯
罪嫌疑人抓获。经过连夜审讯，
犯罪嫌疑人李某、 王某等人均
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覃梦娟
刘颖 通讯员 凌晟 罗胡纯

彭平才故意杀人案一审宣判

7月11日上午，娄底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双峰县法院一审公
开宣判备受社会关注的被告人
彭平才故意杀人一案， 以故意
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彭平才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对被告人彭平才限制
减刑， 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人经济损失十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彭
平才于1995年中专毕业后分配
在双峰县走马街镇政府走马责
任区工作， 与被害人李某系同
事。1996年8月18日晚上， 彭平
才因参加人事部门组织的转正
培训， 按照要求将手上工作暂
时移交给李某。 彭平才因李某
说要将他表现不好、 乱花公款

等事情向责任区领导反映、以
及工作移交等问题与李某发生
争执。 李某推了一下彭平才，彭
平才拿起墙边一根木棒朝李某
的头顶狠击一下，李某转身往外
跑，彭平才继续追打李某。在走
马责任区办公楼旁边的菜地里
彭平才追上李某后再次殴打李
某致其死亡。随后，彭平才将李
某的尸体藏至李某房间床下，
然后潜逃。
被告人彭平才到案后能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其自愿赔偿被害人李某
的家属经济损失，对彭平才可以
酌情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梁成文 李玲

环卫“爱心驿站”揭牌

7月11日上午，长沙县首个环卫“爱心驿站”揭牌成立，这里专门
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休憩场所以及水、热饭等。
记者 徐行 杨洁规 实习生 邓嘉利 通讯员 谢思哲 摄影报道

湖南首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开庭
公诉人：被告蒋某等9人销售的假冒碘盐存在严重质量缺陷
本报7月11日讯 今天，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销
售假冒碘盐民事公益诉讼
案， 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并当庭
宣判。
案 卷 显 示 ，2016 年 7 月
至10月， 被告蒋某从非正常
渠道购进工业盐， 并伙同曾
某礼、戴某、李某明、李某变
更包装为“雪天”牌加碘食用
盐予以销售， 销售范围涉及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区、岳麓
区及长沙县等地。经鉴定，销
售的假冒碘盐中碘含量为
零， 亚铁氰化钾含量不符合
检验标准，为不合格食品。蒋
某等人共向王某、邓某胜、杨
某根、 王某利销售假冒碘盐
34.98吨，案发后被行政执法
机关、 公安机关查封扣押了
3.788吨，仍有31.192吨经销
售后流入市场。
公诉人认为， 被告蒋某
等9人销售的假冒碘盐存在
严重质量缺陷， 危及广大消

费者的人身安全， 请求法院
判令9名被告消除危险，收回
其销售的尚未被食用的假冒
碘盐，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并
在市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
赔礼道歉。 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要求9
名被告消除危险， 收回其销
售的尚未被食用的假冒碘盐，
并在市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
众赔礼道歉的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并对该案当庭宣判。
据悉，该案是湖南省首
例由检察机关直接提起的
食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祝珍明、知识产权
检察局副局长严琳、公益诉
讼局高琴等员额检察官出
庭支持公益诉讼。长沙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受邀旁听
了庭审，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市盐务局工作人员现
场观摩。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高琴
实习生 覃梦娟 刘颖

消防安全四大行动

衡阳千余名快递小哥化身消防宣传员
本报7月11日讯 7月9日，
衡阳市消防支队石鼓大队创新
举措，与顺丰、申通、圆通3家快
递公司合作， 将消防安全提示
贴纸展现在快递包裹上， 让消
防安全提示随快递包裹一同送
到居民家中， 提醒收件群众注
意防火安全。
衡阳石鼓消防大队主动与
顺丰、申通、圆通等3家快递公
司、200家服务网点签订了 《消
防安全宣传服务协议》，将每个
快递电动车变身移动消防宣传

站、 每一名快递员化身消防宣
传员， 让消防安全意识渗透进
每个家庭。同时，石鼓消防大队
还组织3家快递公司员工开展
消防安全培训， 使每名员工都
能掌握查找火灾隐患和自救避
险能力以及学会使用灭火器扑
灭初期火灾。
目前， 衡阳全市已有1000
余名快递小哥参与到消防宣传
公益使者队伍中。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刘晓青
通讯员 刘慧云

益阳破获特大网络赌球案
本报7月11日讯 7 月 7
日下午，益阳市公安局迅速
开展统一收网行动，在朝阳
公安分局、沅江市公安局的
全力配合下，现场抓获网络
赌球犯罪嫌疑人9名， 同时
查获赌资、 账本、 手机、电
脑和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
品。
经调查，孙某璐、王某宇
等人在“世界杯” 足球赛期
间， 利用境外赌博软件在手
机上进行操盘，建立微信群，
拉人投注进行赌球，并以“抽

水” 方式从参赌的大额资金
流水中牟利。 涉案资金高达
千万余元， 涉嫌参赌人员多
达150余名。
目前， 主要犯罪嫌疑人
孙某璐、王某宇、谢某涉嫌开
设赌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
事拘留， 张某军被依法行政
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络
赌球属于违法行为， 群众切
勿参与。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禹亚钢
实习生 刘颖 覃梦娟 瞿魏娟

吉首两孩子
“一碗水”池塘溺亡
本报7月11日讯“接到报警求
助，我们立即赶往现场，遗憾的是，
最终没能救上小朋友。”今天，说起
前几日的溺水事件，吉首市乾州派
出所的民警还是很伤心。
7日，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称：
辖区乾州水云天小区后面的“一碗
水” 水塘内有一名男童溺水死亡，
可能还有一名女童溺水失踪，请求
民警进行搜救。派出所民警迅速赶
赴现场，并立即将警情向刑侦大队
和特警大队通报。刑侦大队和特警
大队立即指派值班民警赶赴现场，
与前期到达的派出所民警一道对
落水女童进行搜救。
遗憾的是，通过民警和热心群
众们连续搜救，女孩的遗体两天之
后才找到。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钟运军

插队帮人“抢”票
女子被拘5日
本 报 7 月 11 日 讯 9 日 下 午 5
时， 长沙火车南站西出站层自动售
票机附近人潮汹涌， 便衣民警巡逻
时发现， 一名女子带着一名男青年
快步朝一台售票机走去。随后，便衣
民警看见女子强行插队， 买了一张
车票交给男青年， 正当女子准备收
取100元“劳务费”时，民警将其抓
了个正着。
经过调查取证， 长沙火车南站
派出所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
名义对陈某、 绍某分别处以行政拘
留5日和7日的处罚。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邓嘉利
通讯员 张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