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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车主遭绑架，抢夺方向盘脱险
事发株洲一小区地下车库，被人尾随后作案 3名嫌疑人已归案受审
本报12月6日讯 11月2日
晚上11点， 株洲市民吴先生在
小区停车场遭陌生人电棍击打
后， 被人劫持至自己的保时捷
轿车上，值得庆幸的是，吴先生
趁嫌疑人开车时抢夺方向盘导
致车辆失控后，得以幸运脱险。
近日，3名犯罪嫌疑人已归案受
审。今日，株洲警方通报了相关
案情。

【事件】
地下车库遭劫持
保时捷车主幸脱险
11月2日 晚上 11点多 ，46
岁的吴先生驾驶自己的保时捷
轿 车 停 放 至 小 区 地 下停 车 场
时，被一名尾随的陌生男子用电
棍打伤，随后被劫持至吴先生的
车上，还抢劫了现金2050元。
男子驾驶车子驶出停车场
不远，吴先生发现车上有匕首、
电棍、绳索等作案工具，意识到
事态严重后， 吴先生冒险抢夺
方向盘， 当车辆失控遭遇撞击
停下后，男子弃车逃跑，吴先生
才得以成功脱险。
缓过神后， 吴先生立马拨
打110报警。

【追捕】
民警远赴江西捉拿疑凶
防止其绑架玛莎拉蒂车主
接到报案后， 株洲警方立
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据办案民警介绍， 民警在
离案发现场400米，株洲芦淞大
桥附近沿江风光带边上的草丛
里， 找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背
包， 发现一男子护照。 通过核
实， 该男子即为作案的犯罪嫌
疑人王某。
经查， 办案民警发现了王
某在江西赣州的活动轨迹，通
过与当地警方协作， 民警发现
王某正约江西另一嫌疑人黄
某， 准备对一名玛莎拉蒂女车
主进行绑架抢劫。 为防止其再
次作案， 就在王某尾随受害人
时， 办案民警及时出击一举将

王某及黄某抓获。
同时， 办案民警还从王某
口中得知，该案还有一名同犯，
系29岁的浏阳女子刘某。
11月19日， 民警发现刘某
已回株洲， 且正在网约他人到
江西继续实施绑架抢劫。11月
20日， 民警在刘某的临时租房
附近将其一举抓获。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刘某
对伙同王某计划劫持绑架吴先
生、抢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交代】
欠下不少外债
计划得手后浪迹天涯
“发现吴先生很有钱，于是
就选他下手。” 办案民警说，刘
某和王某两人欠了不少外债，
因为年底催债， 两人一拍即合
想搞点事。
见此情况， 刘某想到了在
饭局上认识的吴先生，“了解到
吴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很有
钱，还添加了对方微信。”办案
民警介绍， 为了寻找下手机
会，两人跟踪尾随了吴先生20
余天。11月2日晚间，两人伺机
下手，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那一
幕。
据了解，刘某和王某在尾
随吴先生期间，曾计划将吴先
生劫持至株洲浏阳交界处，胁
迫吴先生交出银行卡密码后，
前往株洲市区商场购买黄金
首饰及贵重物品，两人再逃亡
云南，开始浪迹天涯。
目前，王某、黄某、刘某已
被天元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峥嵘 李彬

嫌疑人准备对一名玛莎拉蒂女车主进行绑架抢劫时,被办案民警抓获。

洞庭湖畔集中放飞200只伤愈候鸟
本 报 12 月 6 日 讯 12 月 6
日，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举行卫星定位鸟类监测
与研究放飞活动。 作为第十
届洞庭湖观鸟节系列活动之
一， 现场集中放飞了经省救
护 中 心 救 护 的 200 只 伤 愈 候
鸟。
此次放飞的200只鸟中，
给20只鸟装上了卫星 定 位跟
踪器 ， 其 中有 1 只 鸿 雁 、7 只
豆 雁 、12 只 赤 麻 鸭 。 记 者 现
场看 到，被 放 飞 的 20 只 候 鸟
都 有 各 自 的“名 字 ”， 工 作 人
员介绍，待鸟儿放飞后，每隔
五分钟将有一组数据发回。
东洞庭湖保护区将根据其活
动轨迹， 对这些鸟类的迁徙
规律进行研究， 从而摸清鸟

类的迁徙规律。
当日，岳阳最低气温已至
3℃，加之风雨交加，给人的感
觉格外冷。“别看现在这么冷，
其实这标志着候鸟大部队将
加速来洞庭湖过冬。” 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工程
师姚毅表示，今年到达洞庭湖
的鸟类已经超过十万只。根据
天气状况，鸟类迁移会通过寒
流陆续到达洞庭湖，鸟类数量
会到达顶峰。
据悉，东洞庭湖保护区是
湖南省最早成立的湿地类型
保护区，是我国乃至全球水鸟
最重要的越冬地、繁殖地和停
歇地之一，每年冬季在此栖息
的越冬水鸟达20余万只。
■记者 李成辉

废秸秆变身牛饲料 农田不再冒“
狼烟”
扫二维码,看相关视频

提醒

遭遇绑架怎么办？
本报曾报道株洲一女子打开车窗热车之际遭劫，
一声“救命”获生机，警方在案发5小时后擒获犯罪嫌疑
人。那么，遭遇绑架时，该怎么办呢？
警方提醒，遭遇绑架后，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保
持镇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一定不要冒险逃跑，以
免歹徒对你实施暴力行为， 要想办法利用一切可利用
的环境，向他人发出求救信号。

每年秋收后， 农田会留下
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农民看不
到经济效益， 往往选择一烧了
之，既污染环境，又存在安全
隐患。
在株洲县，农民找到了处
理秸秆的新方法：村企合作，
企 业主 动 上 门 回 收 水 稻 、 高
粱、玉米等农作物的秸秆，通
过微生物发酵， 将秸秆进行
饲料化处理， 实现了循环利

用并带来经济效益。近日，淦
田镇铜锣村一处收获完的高
粱地里， 一台新型收割机来
回穿梭， 地里残留的秸秆如
理发般被机器前端大口吞
入，一分钟后，初步破碎的秸
杆被打捆从机器侧边吐出
来。农户吴有能介绍，秸秆现
在由穹庐农牧统一回收，每
亩秸秆能卖20元。
■记者 杨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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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女司机车库遭劫持 看她如何机智逃脱
2017 年 12 月 19 日 凌 晨 时
分， 岳阳市南湖附近某小区的
杨女士驾保时捷回家， 在小区
车库遭遇惊魂一幕， 一男子手
持手铐等将其捆绑， 并试图劫

车离开。 机智的杨女士趁车辆
经过小区门卡时， 踢开车门逃
脱。嫌疑人抢走1万多元现金驾
车逃离20多个小时后， 在长沙
被岳阳警方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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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澄(父亲：王璨，母亲：龙敏）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R430827296，声明作废。

◆张鸿彬(父亲：张玉华，母亲：张
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518165，声明作废。

◆彭俊涛遗失本人户口准迁证
第二联，编号：湘准字 22803602
号，声明作废。

◆匡俊星(父亲：匡林，母亲：曾纷
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348151，声明作废。

◆朱梓彤 (父亲：朱锐，母亲：胡
纯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188483，声明作废。

◆肖文琴遗失南华大学颁发的
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证号
105555201305007181，声明作废。

长沙多名律师停车场
遭人拦截殴打
1人已被刑拘
本报12月6日讯 近日， 长沙
多名律师在停车场遭人拦截殴打致
伤一事，引发市民关注。今日晚间，长
沙警方发布通报， 称1名打人者已被
刑拘，并敦促其他涉案人员主动到公
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12月3日下午1点多，长沙市公
安局芙蓉分局马王堆派出所接到报
警称， 在马王堆某写字楼地下停车
场内，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某、于某
等人遭多人拦截殴打。
接到报警后， 马王堆派出所民
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制止违法犯
罪， 并抓获1名涉案人员洪某 （女，
42岁，浙江临海人）。
经初查， 该律所代理了某公司
起诉283户商品商标侵权案。12月3
日下午1点多，周某、于某等人驾车
准备去法院开庭时，被30余名商户
代表拦截殴打致伤。
案发后， 各级公安机关高度重
视， 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迅速成
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目前已依法对
涉嫌寻衅滋事的犯罪嫌疑人洪某刑
事拘留， 并正在对其他涉案人员展
开调查追捕工作。
芙蓉警方敦促其他涉案人员主
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争取从宽
处理。
■记者 杨洁规

遗失声明
张家界武陵源亘立便民购物超
市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源
分局 2013 年 6 月 26 日核发 4308
11600010949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鲁立民遗失教练证，证号：湘
（
岳）0590，声明作废。
◆张建根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22000389，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曾依依遗失报到证，
证号：201010542101088，声明作废。
◆陈海日遗失首次注册执业药师
证，证号 43201528189，声明作废。
◆杨紫芯(父亲：杨拓，母亲：肖小
玲）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1200483，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