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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讯

本报4月24日讯 借4千还4
万，不还则闹得你家人无法生活，
甚至关押殴打， 想想是不是很可
怕？近日，随着湘潭县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
对姜某、 冯某等4人依法提起公
诉， 法院对几名被告人进行一审
宣判，这个“套路贷”团伙被连根
拔起。

借4千变4万
冷水澡、电击等催债

2017年3月， 家住湘潭县的
受害人麻某向姜某、 冯某经营的
财务公司借贷3.2万元， 期限1个
月，并当即被冯某以中介、服务费
等名义收取9000元，麻某实际到
手2.3万元。

一个月到期后， 麻某无力偿

还，于是姜某等人采取电话、上门
等方式催债， 要求麻某按照逾期
每天3000元的标准计息。麻某被
迫分别在4月30日、5月4日向其
转账3000元、6000元， 并且在对
方诱骗下再次签署了一份3.2万
元的虚假借款合同。

2017年5月， 麻某家人迫于
姜某等人的威胁，“偿还”本息3.5
万元，冯某将其中一张借条退还。
2018年3月， 麻某因故再次来到
该财务公司，姜某等4人拿出那份
虚假借款合同，采用扇耳光、击打
头面部、电棒电击、冲洗凉水澡、
下跪等方式逼迫麻某偿还根本不
存在的3.2万元本金及利息，共计
4万余元，并要求重新签订借款合
同。

2017年8月17日， 朱某找被
告人姜某、冯某借款，两人将朱某

带至邓某处。姜某、冯某、邓某商
议以邓某名义借4千元给朱某，但
要求朱某出具4万元借款合同，周
利息1千元，按时归还则4千元，逾
期则按4万元计本息。扣除首周利
息，朱某实借到3千元。

因朱某未按时足额支付利
息，姜某、冯某则要邓某安排人员
在朱某家吃住数日讨债， 闹得朱
某家人难堪其扰， 日常生活受到
严重影响。朱某家人被迫支付1.6
万元。

判决:“黑团伙”4人均获刑

2018年11月19日，湘潭县人
民检察院依法认定此案为恶势力
犯罪，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拘
禁罪对被告人姜某、冯某等4人依
法提起公诉。

近日， 经湘潭县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对姜某、冯某等人的“套
路贷” 涉恶团伙犯罪进行了一审
判决， 姜某等人被处以1年至5年
有期徒刑。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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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科创板基金”近
日再下一城。 继4月22日获批后，
近日华夏基金正式发布公告，旗
下可投资科创板的华夏科技创新
混合型基金将于4月29日正式开
始募集，且限额10亿元发售。通过
借道公募基金， 投资者距离正式
参与科创板投资又进一步。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型基金
是在科创板积极推进的背景下，

华夏基金结合多年投研实践和
对科技领域的深入研究重磅推
出的专注科技行业投资机会、主
要布局于A股和港股市场优质
成长风格股票的基金，重点投资
于科创板、中小板、创业板等符
合国家战略、 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
业，可以助力投资者把握科创板
投资机遇。 经济信息

近日， 备受市场关注的基金
一季报正式陆续出炉， 绩优基金
一季度持仓股票、 投资策略以及
对未来市场的展望， 成为投资者
下一步布局市场的重要参考指
标。其中，2019年至今净值增长率
超过60%， 并位居同类基金榜首
的诺安高端制造股票基金季报尤

为受到投资者关注。 诺安高端制
造股票基金的基金经理史高飞，
具有10年证券从业经验， 其管理
的诺安高端制造股票基金在今年
初市场上涨行情中表现突出。19
年至今净值增长率超过65%，诺
安高端制造股票基金多个时间维
度业绩表现不俗。 经济信息

乘机时，不少旅客常想坐得
更宽敞一点、 舒服一点。4月23
日，南航就在长沙首推了“一人
多座”服务，一位旅客可以购买
多个座位。

据悉，此项服务目前已经在
南航国际航班经济舱逐步推广。
在航班有空余座位的情况下，旅
客可以在值机柜台或登机口现
场购买。

需要注意的是，该产品目前
仅适用于经济舱，且不享受额外
手提行李额和额外餐食等服务。

“它解决了我们商务人士想
在经济舱安安静静休息的问
题。”体验后的胡女士感慨道。

在价格方面，“一人多座”分
为三档。旅客可选择加1到3个座
位不等，价格从250元到1700元
不等，航程越短价格越便宜。

目前，长沙出发可选择的航
班有CZ331长沙-法兰克福 、
CZ8401长沙-吉隆坡、CZ8415
长沙-东京、CZ8417长沙-大阪、
CZ8359长沙-河内、CZ3017长
沙-台北、CZ3065长沙-首尔。

实际上，南航并不是第一家
推出“一人多座” 的航空公司。
2018年7月，祥鹏航空公司已经
推出了这一服务。

“对旅客和航空公司来讲，
‘一人多座’ 可以算得上双赢。”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
一般而言，购买“一人多座”的价
格会远低于一个头等舱的价格，
性价比较高；而对航空公司而言，
一般航班客座率都达不到100%。
“一人多座”不仅充分利用了空位
资源，还额外增加了收入。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李芬

坐飞机一人可“霸占”多座，你会选吗
南航在长沙首推“一人多座”服务，可加1到3个座位，价格从250元到1700元不等

备战科创板 华夏科技创新基金正式发行

多时间维度位居同类第一?
诺安高端制造股基一季报正式出炉

借4千变4万，“套路贷”涉恶团伙获刑

随着气温的升高, 湖北
的小龙虾正源源不断进入湖
南市场。4月23日，两辆运虾
车竟在高速上翻了车，1.8吨
小龙虾散落一地， 导致该路
段车辆通行缓慢。 路政队员
火速赶到， 及时将受伤司机
送往就近医院治疗， 并将散
落的小龙虾重新打包， 挽回
了共计约5万元的经济损
失。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潘晓静

刘白杨 摄影报道

本报4月24日讯 微信上冒
充“美女”添加陌生人后，声称自
己有“时时彩” 网站的“内幕消
息”， 邀请网友一起投注“赚大
钱”，结果网友却接连输钱。近日，
长沙警方联合深圳警方破获一起
“时时彩”特大网络诈骗案，一举
抓获涉案人员164人， 捣毁11个
窝点。

今年3月，长沙市公安局开福
分局接到市民报警， 称自己被一
名女网友带着投注“时时彩”，输
了3万多元， 可能遭遇了网络诈
骗。

民警调查发现， 犯罪嫌疑人

为了作案专门成立公司， 招聘营
销人员在网上冒充女性， 通过微
信、QQ等聊天工具大量添加陌生
网友。在相互聊天“熟悉”之后，营销
人员声称自己有“时时彩”网站的
“内幕消息”， 并将自己赢钱的截图
发给受害人，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
便邀请受害人投注“时时彩”。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背
后还牵涉到深圳一宗案件。 于是
两地警方决定联手侦查。

4月17日，长沙、深圳两地警
方按照统一部署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其中，长沙警方在其负责的4
个诈骗窝点抓获107名犯罪嫌疑

人，组织设立窝点的6名主要犯罪
嫌疑人被全部抓获； 深圳警方在
其负责的7个诈骗窝点抓获57名
犯罪嫌疑人，组织设立窝点的5名
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

嫌疑人张某介绍， 自己虽然
只有初中文化，但7年前曾经在网
络赌博公司从业的经历， 却让他
很快悟到了一个“发家捷径”，
2015年，他开始自己单干，公司很
快“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除了本
部还拥有了5家分公司，“不怕客
户赢钱， 就怕客户不赌， 一旦开
赌，总有办法让他血本无归。”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龚艺

湘粤警方联手破获“时时彩”特大网络诈骗案，抓获164人

运虾车翻了
救人又救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