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9日13时，在京港澳高速K1359+750M南往北方向，一辆大型半挂车因车
胎爆炸侧翻在路肩，并因电路故障导致车辆起火，该车所运价值100余万元的货物全
部被烧，损失殆尽。所幸无人员受伤。 记者和婷婷 通讯员刘白杨 钟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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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4万到手仅1.3万，还被非法拘禁
长沙警方破获“9·12”套路贷涉黑专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0人，冻结资金2300余万元

A07城事2019年5月1日 星期三
编辑/王卉珍 图编/杨诚 美编/张元清 校对/苏亮

扫
码
看
长
沙
整

治
﹃
三
贷
三
霸
﹄

本报4月30日讯 今天上
午，长沙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长沙警方集中打击整
治“三贷三霸”专项行动的进展
情况及典型案例。其中，长沙雨
花公安分局成功破获的“9·12”
套路贷涉黑专案，系全省公安机
关破获的首起“三贷三霸”涉黑
专案。

借款4万到手仅1.3万元

去年5月，于俊（化名）因为
手头紧，经朋友介绍，在何某经
营的“公司”借款2万元，签订了4
万元的借款合同，扣除“砍头息”
后，实际到手1.3万元。

“到了约定的还款日， 他们
就故意不收钱或者干脆不接电
话。”于俊回忆说，正常还款一两
期后， 何某就故意制造逾期归
还， 再要求其一次性归还本金、
利息及出场费、手续费等。

同年5月21日，无力偿还债
务的于俊，被何某带到雨花区辖
区内一茶楼， 非法拘禁十几个小
时，逼迫其还清所有费用。次日清
晨， 于俊从茶楼二楼跳下趁机逃
脱，随后向雨花公安分局报案。

成立多家“公司”从事套路贷

雨花警方从这起非法拘禁
案入手，通过对事发茶楼及其附
近引发的敲诈勒索、诈骗、抢劫、
故意伤害等案件进行梳理，初步
查明了一个20多人的套路贷涉

黑组织。 该组织采用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抢劫、诈骗等方式实
施作案30起，受害人达200余人。

经查，犯罪组织由童某等人
出资100余万元，由何某和陈某
组织， 雇佣多人对受害人实施
“套路贷”犯罪。“有六七家公司，
但都没有注册登记。” 专案组民
警陈浩宇介绍说，该组织严格控
制借款金额，最高不超过2万元，
再以虚假借款单据、单方面制造
违约等行为，非法占有受害人大
量财产，还对部分受害人进行故
意伤害、非法拘禁、强行抢走和
处理抵押物。

今年1月和4月分别组织收
网行动，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
人， 冻结资金2300余万元。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破中。

长沙警方集中打击
整治“三贷三霸”

今年4月集中打击整治“三
贷三霸”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长
沙公安机关共打掉“三贷三霸”
涉黑组织1个、恶势力犯罪集团1
个、涉恶团伙3个，破获涉黑涉恶
团伙犯罪案件60起，刑拘涉黑涉
恶团伙犯罪嫌疑人46名；破获十
类涉恶犯罪案件62起，刑拘十类
涉恶犯罪嫌疑人224名； 破获涉
众型经济犯罪案件4起， 刑拘涉
众型经济犯罪嫌疑人15名； 办理
“三贷三霸”行政案件92起，行政
拘留“三贷三霸”违法人员155名。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彬

本报4月30日讯 “‘沙霸’
被打掉， 大家买沙石自由了，安
心装修后只等乔迁新居。”今天，
在常德澧县杏林湾小区附近，一
名装修工人对记者说道。 该装
修师傅介绍，以前该地买沙只能
从“沙霸”手上买，不买他们的就
打人， 不仅价高且缺斤少两。一
次装修下来， 仅买沙就要数千
元。现在不同了，居民想买谁的
就买谁的，成本也降低了。

2015年至2018年间， 有一
团伙长期盘踞在澧县杏林湾小
区，垄断该小区装修用黄沙和水
泥。该团伙成员肖某、黄某军、任
某贵与张某桂合谋共同强占了
澧县杏林湾小区黄沙、水泥等装
修材料的经营。业主装修用的黄
沙、砖石、水泥都必须在他们手
中购买， 如果有人从外面购买，
他们就会采取拦车、恐吓甚至殴
打等手段阻扰。“他们所售商品
不仅价格高、质量差，还缺斤少

两。”办案民警说，三年来，肖某等
人强迫小区业主购买黄沙、水泥
等装修材料，并强迫他人退出该
小区黄沙供应业务的行为，使得
小区业主和装修公司怨声载道。

2018年初， 在接到群众线
索举报后，澧县警方对此展开了
缜密侦查。经查，由张某桂、肖某
等人形成的“沙霸”团伙，近4年
来，在小区业主装修伊始，即采
取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行垄断小
区装修的黄沙供应。 除此之外，
还强迫交易水泥、环保砖等其他
建筑材料，涉案金额近600万元。

2018年4月至11月，警方对
涉案人员进行了抓捕。2019年4
月，经澧县人民法院审理，肖某等
人均已被判处有期徒刑。目前，小
区周边沙石价格恢复正常， 居民
购买沙石得以自由，小区生活秩
序恢复有序，群众对警方打掉该
涉恶犯罪团伙拍手称好。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唐立君

本报4月30日讯 每天
支付3至20元租金即可租用
苹果手机？ 支付三个月租金
后还可邀请20名好友低价团
购手机？你千万别心动，这可
能是犯罪团伙的“连环套”。
近日， 株洲警方破获了一起
打着“租赁”手机幌子实施诈
骗案件。

大学生付日租租手机
结果陷入套路贷骗局

去年9月，大二学生小董
听同学介绍说， 有家工作室
正在搞活动， 日付3至20元，
就能租用苹果手机， 支付三
个月租金后还有机会0元购
得手机。 心动的小董立马选
择日付17元， 租用一台价值
8500元的苹果手机，与“易
租网”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

次日，小董拿到了手机，
可还没等拆掉包装， 工作室
工作人员告诉他，“易租网”
公司即将倒闭， 要他赶紧将
手机卖掉变现。 信以为真的
小董，以6000元的价格卖给
了这名工作人员。 两天后，
“易租网” 工作人员联系小
董， 得知小董已将手机变卖
后， 告诉他租赁合同中规定
手机丢失后， 须赔偿手机价
值1.15倍的违约金及相关手
续费，总计1.2万元。为偿还
债务，“易租网” 公司工作人
员把小董带到李某的借贷公
司，李某替小董还清1.2万元
后，又与他签订了一份1.3万
元的借款合同， 并规定当天
偿还，否则支付高额违约金。
同时， 李某还把当天近万元
的消费也算在小董身上，随
后，小董的债务像“滚雪球”
一样到了5万多元。

见小董无力偿还，李某
先后向小董的父母、 老师
催收，还通过发“律师函”、
“佯装报警”的形式向他们
施压。无奈之下，小董的父
母找到李某， 希望偿还2万
多元了结此事，但被对方拒
绝。

去年12月， 小董和其父
母向株洲市公安局经开公安
分局学林派出所报案。

瞄准大学生
上演连环套路贷

接到报案后， 警方调查
发现，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目
的套路学生贷款并恶意制造
学生违约的犯罪团伙， 于是
成立专案组，经过4个多月的
调查取证， 逐步摸清了这个
犯罪团伙的底细。

4月17日到27日， 专案
组先后在长沙、岳阳、浏阳等
地，抓获8名犯罪嫌疑人。

经查， 犯罪嫌疑人刘某
伙同杨某、 谢某、 胡某开设
“易租网”公司，经营租赁手
机业务， 因仅通过手机租赁
无法实现盈利， 该公司便与
犯罪嫌疑人王某、 刘某的工
作室及放贷人员李某合伙，
以套路贷的形式实施诈骗获
取非法利益。 目前，8人已被
依法刑拘。办案民警称，此案
有30余名受害人遍布长株潭
各高校， 高额的违约金致使
受害人承担了极大的心理压
力，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影
响及其恶劣。

如有此案的受害人请及
时与株洲警方取得联系，联
系电话：0731-28683799。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李思远

4月22日， 长沙市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兑奖室迎来了一位喜气洋洋的大
奖幸运儿,他中得了福彩刮刮乐经典畅
销票种———“好运十倍”40万元头奖。

中奖者中奖当天是与两位好朋友
去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罗马商
业广场C区1层251的43013839投注
站购买双色球的。来到站点后，他看到
了展示柜里的刮刮乐，就跟朋友表示一
起买点刮刮乐试试手气。最后三人商量
后，选择购买了140元的“好运十倍”，小
中了70元。没有尽兴的他又一次购买了
70元的“好运十倍”，其中一张幸运刮出
了40万元大奖，欣喜不已的他第一时间
开心地跟家人分享了大奖喜讯。

“好运十倍”彩票，面值10元，一
等奖40万元， 用了经典的对数字玩
法， 有所不同的是， 这款彩票采用了
“一对多”的游戏方式，使该玩法既简
单好记，又有多次中奖机会，延长了游
戏时间，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

新手闲逛刮出“青花瓷”二等奖5
万元

4月20日下午， 在附近镇上橡胶
厂上班的周先生（匿名）与几个伙伴闲
逛， 来到位于长沙县黄花镇大兴村大
兴街的43015108福彩投注站时，伙伴
提议进去碰碰运气， 周先生看到花花
绿绿的即开票， 就让销售员拿几张福
彩“青花瓷”来刮刮看。在刮到第三张
时，刮到一个漂亮的青花瓷，下面赫然
标注50000的数字。 周先生激动地向
销售员求证，销售员看过后，明确告诉
他是中了二等奖50000元。

■柏依志 经济信息

“沙霸”打掉了，小区沙石降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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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瞄准大学生上演连环套路贷，8人已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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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高速爆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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