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街头“红马甲”，每晚派送“爱心餐”
每天四五十份，免费送给环卫工、流浪者等 还将扩大到重症病房的病人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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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1日讯 昨日
18时40分， 长沙市民爆料称
天心区坡子街悦方商场4楼
北侧大渔铁板烧店发生火
灾。 长沙消防接警后立即派
出多个中队赶往现场处置，
火势得到有效控制， 未造成
人员伤亡。

接警后， 指挥中心立即
调派定王台、五一广场、劳动
路、“特一” 共4个中队8台消
防车55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
置。经侦查发现，起火部位位
于大渔铁板烧店面中间的天
花板。

19时15分，明火被扑灭，
过火面积约为1平方米。火灾
原因及财产损失正在调查
中。

4月21日，长沙公安消防
支队对长沙悦方商场下达封
闭火灾现场公告。

据悉， 长沙悦方商场曾
发生多起火灾。2017年，长沙
悦方商场电缆井起火。2018
年9月，悦方商场就曾有10家
经营门店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 被长沙消防部门依法临
时查封并被责令限期整改。
2018年10月，悦方“10.27”火
灾事故后， 长沙消防更是组
织了全市十余家商业综合体
的负责人到现场接受教育。

长沙市消防支队防火监
督员介绍， 如果商业综合体
发生火灾事故， 消防部门将
依法要求其停业整顿， 排除
隐患后才能恢复营业。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胡宇波

听说过“校园贷”“裸贷”“培
训贷”，那你听说过“佳丽贷”吗？
“漂亮” 是这款贷款产品的核心
要素，只要你素颜尚可，拿着身
份证就能获得贷款， 钱到手后，
却变成了烫手山芋， 利滚利，还
不起的就被逼迫“肉偿”。4月20
日，长沙县公安局通报,他们打
掉了两个“佳丽贷”团伙，查封卖
淫窝点5个， 刑事拘留犯罪嫌疑
人24人，解救受害者15人。

借1万，“转卖”几次变6万

2018年12月21日， 李小丽
（化名）和张小华（化名）两名年
轻女子来到长沙县公安局星沙
派出所报警，称此前受人胁迫在
湘乡市一个卖淫场所卖淫。

“我们不听话他们就打，拿
走我们手机，还威胁说将裸照发
给家人和朋友。”在星沙派出所，
满身伤痕的小丽和小华支支吾
吾地道出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 李小丽是江西人，在
长沙打工。2018年6月，同事告诉
她，他的“朋友”邓华（化名）可以
无抵押仅凭身份证就能借款。于
是，小丽借了1万元，约定100元/
天的“日息”，每晚8点准时付息。

钱到手的那天，却是一场噩
梦的开始， 由于收入不稳定，小
丽无力偿还利息，又害怕连累家
人，小丽遭遇了“转单平账”。邓
华将小丽“解套”， 转卖给杨军
（化名），由杨军支付小丽欠下的
1万元债务， 随后与小丽签订了
一份2万元的借款合同。

噩梦还没结束。为了逼迫小
丽还钱，杨军先后多次威胁恐吓
她，逼迫其通过卖淫的方式偿还

债务，眼见生意不好，又将小丽
“卖”给了以贺凡（化名）为首的
卖淫团伙，债务经此“解套”又翻
了一番，加上利息成了6万元。

当年10月， 小丽被带到湘
乡，被迫从事卖淫。在此期间，小
丽认识了小华等人，且都遭遇了
同样的“套路”。

受害者成牟取暴利的工具

由于小丽和小华反映的情况
涉嫌到新型犯罪，且性质恶劣，长
沙县警方很快成立专案组， 经过
一个月侦查，查明了一个以“佳丽
贷”为犯罪链条的团伙。

经调查，该团伙成员利用在
长沙多个大型 KTV�从业的身
份，结识大量年轻女性，并在微
信朋友圈中物色受害女，再无门
槛放款给她们，扣除高额手续费
和介绍费外， 规定每万元日息
100�元至 200�元，导致受害女性
无力偿还。对无力偿还高利贷的
受害女性采取威胁、恐吓、上门
滋扰、骚扰亲属和非法拘禁等暴
力进行催收，或强迫女子到多地
涉黄场所卖淫还债。

“从一开始， 他们就知道这
些女性根本无力偿还，就用高额
的日息将她们套牢。” 长沙县公
安局刑侦大队扫黑中队中队长
杨乐介绍，这些套路贷公司与受
害人所签署的多份合同中只有
受害人的相关信息，甲方一栏则
为空缺。同时，犯罪团伙完全把
受害者当做牟取暴利的工具，在
“解套”过程中，他们还会按比例
入股，瓜分受害女性所得赃款。

今年1月23日， 长沙县警方
出动150余名警力，在长沙地区、
湘潭、娄底、邵阳等地同步收网，
共抓获涉案嫌疑人30余名，解救
被强迫卖淫的女性受害人15名，
查封卖淫窝点5个。

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文坚

【行动】
每天送出50份爱心盒饭

“您好，您吃晚饭了吗？我们
是志愿者，这里有免费的盒饭可
以领取。”4月19日晚7点半，在长
沙火车站广场，记者见到了这群
“红马甲”，他们正在给广场的环
卫工人送爱心餐。

志愿者扶永华告诉记者，他
们是来自长沙尚御堂·沩水乡情
的员工，“从清明节后就开始了，
每天都会来送餐，一般是在晚上
6点半左右从河西的店里出发，
去往芙蓉广场天桥下、 火车站广
场、韶山路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负
责人卢洪波天天开车送我们，大
多是送给环卫工人，还有流浪者，
一天大概能送出去四五十份。”

晚上8点左右， 记者跟随志
愿者经过火车站附近的车站中
路，卢洪波看到一名背着袋子的
中年男子正在翻找路边垃圾桶，
将车临时停了下来。“下去问问
他，看看吃饭了没有。”志愿者下
车，将一份盒饭递到了该男子的
手中。

【善举】慈善拍卖会上
发起送爱心餐活动

今年，刚好是尚御堂·沩水乡
情六周年店庆， 也是卢洪波的50
岁生日，面对这双喜临门，卢洪波
为此也早早地做了一番“准备”。

“以前过生日都会喊朋友来
吃饭庆祝生日。今年，我想改一
下， 同时也响应政府移风易俗
的号召，将生日饭简化，举办一
场慈善拍卖会用于助学， 也多
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爱心餐。”卢
洪波说。

4月20日上午，尚御堂·沩水
乡情联合长沙慈善会发起的“扶
贫助学·爱心慈善拍卖会”共拍出
了两万余元爱心款， 卢洪波在现
场将其直接资助给了贫困学生。

此外， 卢洪波还在现场发
起了“我给流浪人员送盒饭”公
益活动， 将每天为需要帮助的
人提供至少50个盒饭和50瓶矿
泉水。

“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
会各界和客户们的帮助，所以我
们要学会感恩。” 卢洪波说，“今
后，我们还将把送餐的范围扩散
到一些医院的重症病房内，为病
人家属们提供免费‘爱心餐’。等
联系好医院后，计划每天为医院
重症病房送去60份‘爱心餐’。”

同时，卢洪波也在拍卖会现
场发出号召，希望有爱心的志愿
者一起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

【初衷】发起者：与母亲影响
有很大联系

说起组织送爱心餐行动的
初衷，卢洪波说“与母亲的影响
有很大联系”。

“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小时候家境不是很好，曾有一段
时间要靠四处接济粮食度日。后
来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每次碰到
有人上门求助，母亲都会慷慨解
囊，这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卢
洪波说，“前年母亲临终前也交
待我们，尽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多回馈社会。”

今年清明期间，卢洪波回去
给母亲扫墓时又想起她的遗愿，
“虽然以前也有做过一些助学、
捐款等公益活动，但一直是零零
散散，现在我想把公益活动做成
常态化。”

本报4月21日讯 路边的
车厢起火，并伴有刺鼻气味和浓
烟，经现场勘察后，发现这竟然
是有人在非法排污。今天，记者
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这一案例。

时间倒回至4月19日上午
11时，邵阳武冈市安乐派出所接
到群众举报，称法相岩办事处新
泽村唐家岭公路边有一货车货
箱内燃烧不明物体，并排出刺鼻
气味和浓烟。

接到举报后，武冈市委市政
府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组织邵阳
市生态环境局武冈分局、市公安

局、市应急局、市消防队、市交警
大队、法相岩办事处等相关部门
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置。

经调查， 现场情况为稠树
塘镇神仙村居民周民海私自将
车牌号为湘EB1910车非法改
装， 在改装车厢内加工焚烧废
旧铝制品，以逃避监管。相关部
门迅速处置，消除了环境、安全
隐患， 并对该车辆及货物进行
扣押。

4月20日凌晨，周民海被处
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张益顺

“他们每天晚上提着盒饭穿街行走，给有需要的人
送爱心餐， 希望这样的社会正能量能多传递……”近
日，本报接到热心读者反映，每天傍晚时分，在长沙火
车站、芙蓉广场立交桥等地方，有一群身着红色马甲的
志愿者，免费给环卫工人、流浪者等有需要的人群派送
免费的爱心餐。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了解。

■记者 丁鹏志

4月19日晚，长沙尚御堂·沩水乡情的志愿者在火车站附近为有需要的人送“爱心餐”。 记者 丁鹏志 摄

改装车厢非法焚烧排污
邵阳一男子被行拘10日

“佳丽贷”，还不起直接被送洗浴场
长沙县警方打掉两个“佳丽贷”团伙，刑拘24人，解救15人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长沙“悦方”遭关停
近3年来，该商场
曾发生多起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