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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女友”，90后小伙被骗因非法拘禁致死 长沙严查传销犯罪，捣毁11个窝点

107名传销犯罪嫌疑人被批捕

本报8月12日讯 法院要
求“老赖”所在单位帮忙按月扣
留“老赖”1000元工资，该单位
拒不协助， 还在接到追款通知
书后仍不予追回。近日，因拒不
履行协助法院执行义务， 长沙
市某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被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人民
法院罚款20万元。

法院让扣款，单位不执行

此前， 花垣县法院在执行
廖某某申请执行与张某某、卢
某某及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 依法给长沙市某机关后
勤服务中心送达执行裁定书和
协助执行通知书， 要求其协助
法院按月扣留被执行人卢某某
在其单位发放工资收入中的
1000元。 但2017年6月到2018
年5月期间，长沙市某机关后勤
服务中心以卢某某有病为由拒
不协助法院扣留， 擅自给卢某
某支付全部工资。

今年6月5日， 花垣县法院
给该中心发出限期追款通知
书， 要求其如数追回擅自支付
的应扣款1.1万元，并告知逾期
不追回的法律后果， 但长沙市
某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仍不予追
回。

依法罚款20万元

7月4日， 花垣县法院对长

沙市某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作出罚
款20万元的决定。7月31日，花垣县
法院依法从该中心银行存款账户
中强制扣划罚款20万元，汇至花垣
县法院执行案款专户。

法官介绍， 根据法律规定，有
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接到
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
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
的， 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
外，可以予以罚款。除了可以对单
位罚款外，还可以对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予以罚款；对
于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处以
15天以下拘留，还可以向监察机关
或者其主管机关提出纪律处分的
司法建议。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
为人民币10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
款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以上、100万
元以下。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杨金志

拒绝扣“老赖”工资，长沙一单位被罚20万

今年4月21日，90后陕西
小伙小朱带着对爱情的憧憬
奔赴长沙， 没想到却踏上一
条不归路。

当天，“女朋友”高艳和另
一女子一起到火车站接小朱。
刚见面， 她们带着小朱逛景
点、吃饭、陪他去超市买水果
和洗漱用品。在带小朱回自己
“家”的路上，“女朋友”以听歌
为名借走了他的手机，到“家”

后家庭成员“热情”地接待他，在
听到“网络营销”字眼时，小朱意
识到他进入了传销窝点，之后的
一切已经不是他能控制。

因小朱坚持不加入组织，
他们采取了火烤、灌水、不给饭
吃等各种极端恶劣手段。

性格倔强的他在遭受种种
恐吓后仍不愿加入传销组织，
还幻想着带骗他来的“女友”离
开，最终他被折磨致死。

案例回顾

意识到进入传销窝点时，他的人生已经失控

在惊恐和疲惫中麻木，直到公安机关救出了她

小杨今年20岁， 是贵州
某大学护理专业大三学生。
今年5月，小杨在网上投了求
职简历。很快，就有人联系了
她， 称可以帮其推荐到长沙
某医院工作。

6月18日，小杨满怀憧憬
地来到长沙， 却不料手机被
“借走”。

“我向她索要手机， 并要
求她带我去医院面试，但她一
直推脱， 还要求我先听课。”小
杨回忆说，她意识到自己进入
了传销组织，心里又急又怕，只

想尽快离开，“我随身携带了修
眉刀，于是拿着对着手腕，就对
他们说‘不让我走我就自杀’。”不
料，她的话音刚落，就有人上前
抢刀，她因此手指被划伤。

此后， 她被要求从内心深处
接受这个行业后购买产品。“我知
道这是传销，坚持不买。”小杨说，
对方就对她实施威胁、恐吓，在一
个几平方米的空间里被人看守、
监视、控制，“我每天都在恐惧和疲
惫中，到后来人都麻木了。”

7月4日，公安机关捣毁小杨
所在传销窝点，她被解救出来。

不发自内心地加入传销组
织， 嫌疑人就会对被害者采取
“软”、“硬”暴力的手段，限制人
身自由、“上课”洗脑、殴打、灌
水、不给吃喝不准睡觉、高温下
房间内放火炉烘烤……

8月12日，记者从长沙市岳
麓区人民检察院获悉， 该院依
法以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
罪、 非法拘禁罪等罪名对郑某
勇、 阙某理为首的传销组织的
107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17人被解救
107名嫌疑人被批捕

陕西小伙小朱被骗入传销
组织，因非法拘禁致死。长沙市
公安局岳麓分局成立“5.28”小
组侦办该案，先后抓获张某均、
赵某娜等传销组织头目和成员
16人。 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以
涉嫌故意伤害、 非法拘禁等罪
分别将该16名犯罪嫌疑人批准
逮捕。

随后， 岳麓分局通过侦查
发现一个盘踞在岳麓区天马小
区、 后湖村、 黄鹤村及湘潭等
地， 强迫他人加入传销组织的
犯罪团伙。最终，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109人，解救17人，捣毁窝
点11个，查获1个传销仓库。

由于该案涉案人数众多、
性质恶劣、社会反响强烈，岳麓
区检察院及时成立了“6.30”专
案工作领导小组， 决定组成办
案组提前介入侦查， 引导公安
取证。 办案组成员多次列席公
安机关的案件动员会、 案情讨
论会， 了解案件侦破情况及侦
查进展。

8月9日， 长沙市岳麓区检
察院依法以涉嫌组织、 领导传
销活动罪、 非法拘禁罪等罪名
对郑某勇、 阙某理为首的传销
组织的107名犯罪嫌疑人批准
逮捕。

受害者变施害者
团伙如滚雪球般壮大

经审查查明， 该传销组织
打着“天津天狮生物发展有限
公司”的名义，以销售化妆品为
幌子，通过非法拘禁、故意伤害
等方式强迫他人加入组织。

犯罪团伙组织严密、 人数
众多，以张某均为首，赵某娜、
郑某勇等为骨干成员，以“合伙
经商”“谈恋爱”“帮忙找工作”
“旅游”为幌子将被害人骗至长
沙岳麓区、湘潭岳塘区等地。

之后，他们将被害人手机、
身份证等随身物品收掉。 并由
专门的团伙成员“打手”进行看
守，反锁房门不准外出，强制被
害人学习传销理论， 并在非法
拘禁过程中实行恐吓、威胁、体
罚，直至被害人购买“产品”加
入该传销组织。

据该案的承办检察官介
绍，在该犯罪团伙中，大部分团
伙成员开始都是被害人， 在经
“暴力洗脑”转化为犯罪嫌疑人
后， 又与其他同伙一起对新骗
来的受害人实施非法拘禁等违
法犯罪行为， 并打着幌子不断
吸收团伙成员，团伙成员如“滚
雪球”一般不断增加。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李莉 邹甜 施广迪

D、E（业务员）传销家
庭一般成员，负责邀约新人

组织框架
该组织内部共设五个级别, 从低到高依次为:E、

D、C、B、A，加入该组织至少必须缴纳2800元购买一份
“产品”(产品并不存在，实际为人头费)。

A级

B级
（含B1、B2）

C级
（含C1、C2）

D、E级

A级（老总）：该级别人物在组织中不存在，仅用于宣讲

B1.负责分管若干传销家庭，集团内部财务管
理和教育培训

B2.传销组织事实上的发起人、组织者、决策人

C1(业务员）负责传销家庭内部培
训、充当新人师父，参与新人转化

C2（领导）负责管理传销家庭

本报8月12日讯 今天上
午， 省旅发委发布《关于开展
“锦绣潇湘 文明旅游” 主题宣
传系列活动的通知》，将通过十
大举措，从管理部门、景区、旅
行社和游客等多个维度， 推进
全省文明旅游。 主题宣传活动
时间为8月12日至12月30日。

10项举措引导文明出行

《通知》称，8月9日晚、10日
凌晨， 张家界市因游客与导游
发生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迅
速形成引人注目的负面舆情，
对张家界市的旅游声誉， 乃至
“锦绣潇湘 ” 旅游品牌形象造
成了恶劣影响。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 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要批示，
省旅发委研究决定， 在深入开
展全省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

“利剑行动”的基础上，以“锦绣
潇湘 文明旅游”为主题，推行
十大举措，倡导文明旅游、引导
游客文明出行。

面向全省征集监督员

记者了解到，“锦绣潇湘
文明旅游” 环保有礼活动，将
在全省A级旅游景区设立“绿
色出游、环保有礼”服务点，在
各景区游玩的游客，可将拾得
的垃圾送往指定服务点换取
矿泉水、纸巾、环保袋等物品，
亦可换得景区明信片等特色
纪念品，鼓励游客文明游览。

双向诚信承诺活动，则将发
挥旅游行业协会自律作用， 组织
旅行社将诚信守法经营纳入合同
条款，开展“双向诚信承诺”活动，
旅行社签订承诺书向游客承诺严
格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产品和服

务。游客在出行前签订文明旅游承诺
书，承诺按要求文明出游。同时面向全
省征集“诚信旅游行风监督员”（或在
游客中产生），通过暗访形式调查文明
旅游落实情况，并写出跟团体验报告，
通过主流媒体定期发布。

另外， 还将开展失信惩戒活
动。按照相关规定，完善旅游“红黑
榜”评价机制，及时披露各类旅游
不文明行为及其案例，配合有关部
门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邬振杰

游客捡拾垃圾有奖，失信受联合惩戒
我省推10项举措倡导文明旅游，并面向全省征集监督员

公益宣传活动
我行我诉有奖征集活动
进机关、社区、企业、学校宣传活动
环保有礼活动
志愿服务活动
双向诚信承诺活动
培训宣传活动
创先争优活动
经营环境治理活动
失信惩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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