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14日讯 今
日，记者从衡阳市蒸湘区公
安分局获悉，一奇葩校友潜
入母校的宿舍频繁作案，将
黑手伸向自己的学弟学妹。

今年以来，蒸湘区某高
校内屡屡发生学生手机被盗
案，师生反映强烈，警方展开
了巡防与布控。11月8日凌
晨3时许，呆鹰岭派出所民警
夜巡， 发现一名戴眼镜的年
轻男子正在偷窥学生宿舍，
行踪十分诡秘。见民警上前，
男子警觉地迅速往另一方向
逃跑了。 警方立即调取学校
监控，经过查寻比对，在18
幢男生宿舍再次发现男子的
活动轨迹。 民警将该男子抓
获，从其身上搜获偷窃手机1
台，作案工具若干。

经审讯，男子姓陈，今年
28岁。2012年高校毕业，现暂
住广州。为了摆脱经济困境，
他想到了原来就读过的母
校， 利用自己人地两熟的优
势， 把偷盗的魔爪伸向了师
弟师妹们。每次行动之前，陈
某对自己的盗窃行动制订了
周密计划， 提前购好往返高
铁票， 作案得手后连夜离开
衡阳返回广州。从2018年3月
起， 陈某先后20多次潜入自
己的母校， 专门盗窃学生手
机，先后作案19起，盗得手机
80余台，价值高达20余万元。

目前，陈某对其深夜窜
至学校盗窃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苏敏实习生李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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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1月 14日

第 2018311期 开奖号码: 0 8 1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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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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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14日 第 2018134期 开奖号码
17 19 11
奖池累计金额 ：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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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注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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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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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就变成‘老赖’了
呢？”翁涛(化名)是湖南岳阳某
单位的一名普通职员， 平时上
千元的开销都再三考量， 可他
却因为一个蹊跷的签名莫名背
负了140万元债务，名列“失信
者黑名单”。

他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
察院申请监督， 请求检察机关
依法提请抗诉或提出再审检察
建议。 近日， 法院作出再审判
决，撤销了原判。

蹊跷签字让他负债140万

2016年11月，翁涛突然收
到一份执行通知书， 要求其向
某公司支付140余万元的款项。
“我怎么可能欠人钱， 还欠100
多万。” 莫名摊上百万债务，翁
涛赶紧前往法院查询， 得知自
己于2015年9月被某公司起诉
至法院，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

判决书上载明， 李氏父子
在某公司借款购买了一台设
备，翁涛是担保人。李氏父子无
力偿还借款，公司起诉，翁涛有
连带责任。 由于原审诉讼过程
中，法院未能找到翁涛，经公告
送达， 最后缺席判决他对李氏
父子所欠租金、违约金、罚息等
共计140余万元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在还款协议上，有翁涛的
签字。可在他的记忆中，自己没
有签过这份担保书， 也未和李
氏父子有过借贷。

翁涛先后提出执行异议、
申请再审等， 但因为提不出新
的证据， 均未能获得支持。最
后， 他被纳入“失信者被执行
人”名单，各方受限极为不便。

“老赖”标签让他身心俱疲

2017年12月29日，为官司
奔波了一年有余的翁涛前往岳
麓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法律监
督， 请求检察机关抗诉或提出
再审检察建议，还自己清白。

跑法院、 请律师、 做鉴定
……一年多时间里， 翁涛除了
要花费时间、精力、金钱来证明
自己清白， 更多的是承受着巨
大的心理压力。

“字真不是我签的，可是没
人相信我， 就好像我真是欠钱
不还的人。 这事让我整宿整宿
睡不着觉。”翁涛向检察官诉说
着自己的委屈， 生怕哪天银行
卡上养家糊口的微薄工资就被
法院冻结了，莫名成“老赖”让
他身心俱疲。

检察建议终获法院改判

今年1月，岳麓区人民检察
院受理该案。在审查过程中，检
察官辗转联系上了李氏父子，
对证据及事实进行全面核实。
同时， 针对案件焦点问题———
签名， 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笔迹
鉴定。经鉴定，还款协议上的签
名确非翁涛本人书写。

原来， 翁涛曾与李某等人
合伙以融资租赁的方式从某公
司购买设备一台， 并登记在翁
名下。此后，翁决定退出合伙，
设备归李某单独所有。 李某以
儿子的名义与该公司就同一台
设备重新签订了融资租赁合
同。 李氏父子无法按约支付融
资租赁款， 又与该公司签订了
回购协议。剔除回购款后，还需
支付140余万。由于涉案设备一
直登记在翁某名下， 协议书上
“担保人”一栏被他人随意写上
了翁涛的名字。2015年，该公司
将李氏父子连同翁某一并起诉
到了法院。

岳麓区人民检察院在掌握
证据、 厘清事实的基础之上向
法院发出了再审检察建议。近
日，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
出再审判决， 全面采纳了检察
机关的检察建议， 撤销了原判
判令翁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
判决结果。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瞿玉成 实习生 李少坤

本报11月14日讯 长沙
的谢女士通过抖音认识了
一名“高富帅”，还应要求发
了裸照给对方。不料，却被
对方敲诈索要近3万元。今
日，长沙岳麓警方通报了相
关案情。

今年9月底，45岁的谢
女士在“抖音”上结识了张
某。两人互加微信后，聊得
颇为投机。张某在朋友圈里
展示了一个在北京有车有
房、 年轻有为的完美形象，
被表象迷惑的谢女士，最终
在感情上沦陷。相识一个月
后，张某向谢女士提出了看
裸照的要求，此后又要谢女
士拍了数段裸体视频。谢女

士一一照做。
一周后，张某发来消息

称，“不转账，就不保证视频
不会流传出去。” 谢女士先
后转了近3万元后， 张某还
是拒绝删除视频。经过一系
列激烈的心理斗争后，谢女
士来到岳麓公安分局梅溪
湖派出所报警。 办案民警确
定张某的身份后，随即奔赴
河北将嫌疑人张某抓获。

警方提醒，市民朋友要
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不要轻
信网络平台上一些带有营
销、 钱款等性质的视频；不
要轻易添加陌生人QQ、微
信，更不要轻易向对方转账
汇款。 ■记者 杨洁规

本报11月14日讯 正在家
门口楼下停车， 小车却突然加
速往前冲， 撞向几米外正围着
桌子打牌的几个老人……省交
警总队今天通报该案， 事故造
成两死一伤， 驾驶员曾某被公
安机关立案调查。

10月22日下午3点多，娄底
娄星区黄泥塘卫生服务中心小
区道路边， 几名老人趁天气好
在楼下支了个桌子打牌， 另外
几个人围观。这时，一辆挂着红
绸的白色小车在距离老人几米
处的地方缓慢行驶， 就在众人
以为小车要停下来时， 该车突
然加速， 直接撞向打牌的老人
们， 直到撞到旁边的墙才停下
来。事发后，几名老人被撞倒在
地，墙壁被撞变形，墙面一层大
面积脱落。 事故发生后，娄底交
警支队直属二大队事故处理中
队的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勘察。
交警部门通报， 事故造成一名
75岁老人当场死亡， 一名82岁
老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以及另
一名70岁老人受伤。

记者了解到，曾某初次申领
驾驶证是在2017年6月22日，事
发时刚过实习期几个月。而她开
的小车初次登记在2018年9月
28日，距离事发不到一个月。“造
成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驾
驶员曾某驾驶机动车时精神不
够专注， 未按照操作规范行驶，
直接将油门当刹车踩。” 娄底市
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事故处理
中队副中队长彭俊说。

11月12日， 肇事嫌疑人曾
某被娄底市公安机关立案调
查。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处理
之中。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段卓君 毛明祥 蔡万仪

蹊跷签字让他欠债140万元成“老赖”
被人冒充“担保人”签名 法院判连带责任要求还钱 检察院收集证据促法院改判

家门口油门当刹车
撞翻牌桌致2死1伤

“高富帅”索要
女网友裸照敲诈3万

夜潜母校偷手机80余台

11月14日，运动员在进行翻轮胎比赛。当天，首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大力
士总决赛在长沙市芙蓉区曙光路乐运798运动街区举行，比赛设有翻轮胎、狂暴搬
运、推雪橇等5个项目，150余名体能训练爱好者参与角逐。 傅聪 王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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