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6日， 长沙
新建西路芙蓉路交
叉口跨线桥工程建
设现场，施工人员在
进行上部现浇箱梁
的钢筋捆扎作业。该
跨线桥建设项目于
2018年8月开工，桥
梁全长261.2米，力
争今年8月竣工通
车。

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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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6日讯 打着恋爱
交友的幌子将受害人诱骗到益
阳， 然后通过非法限制人身自
由，以暴力威胁、反复洗脑的方
式，逼迫受害人花钱购买所谓的
产品并加入传销组织。 今天，记
者从益阳市赫山公安分局获悉，
该局打掉两个暴力传销涉恶犯
罪团伙，抓获河南、河北、安徽、
甘肃、四川、江苏、重庆等省市涉
案犯罪嫌疑人15名，顺利解救5
名被困传销组织的受害人，破获
非法拘禁案件数起。

千里会网友，发出求救信息

3月21日，江苏的李先生心
急如焚地来到桃花仑派出所报
警，“我侄子十余天前来益阳后
就一直联系不上， 最近突然接
到他发过来的定位和求救信
息，怀疑他被传销组织控制了，
请帮帮我们！”

经了解，李先生的侄子小张
是河北张家口市人，今年3月10
日来益阳见女网友后失联。3月
19日和21日， 小张先后发微信
定位给其同事，让其告知李先生
通过报警求助公安机关解救自
己，且特别交待不要给其打电话
和发信息。获知情况后，李先生

当即从江苏赶到他发送的定位
地点益阳城区桃花仑，随后向公
安机关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
桃花仑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开
展解救行动，经循线追踪、细致
走访， 最终于当日18时许在大
桃路某出租屋内找到被困人员
小张等人，并当场查获犯罪嫌疑
人唐某、牛某川等7人。

经讯问， 唐某等7人对采用
言语恐吓、贴身看守等方式非法
拘禁并强迫小张“投资”加入传
销组织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4
月24日，7名犯罪嫌疑人被赫山
警方依法执行逮捕。

受害者最长被非法拘禁60天

5月2日， 赫山警方果断出
击，再次捣毁一个流窜益阳城区
的暴力传销犯罪团伙，抓获犯罪
嫌疑人牛某、刘某玉等8人，解救
受害人员3名。

据了解，2019年3月以来，
牛某等非法传销组织的骨干人
员，以网恋交友为幌子，先后将
被害人苏某等人骗至其租用民
房，以殴打辱骂、威胁恐吓、没收
随身财物、锁门看护等手段非法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并逼迫受
害人编造借口向家人索要钱财
购买虚拟“产品”加入传销组织，
涉案金额达十余万元。至被警方
解救出来，苏某等3名被害者中，
最长被非法拘禁达60天。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王维

4月29日， 人行娄底市中心
支行与娄底市娄星区政府共同
举办“创新产品 助力发展———
娄底市娄星区金融特色产品推
介会”，来自娄星区的100余家民
营和小微企业代表到会，分享该
区13家金融机构带来的200多种
信贷产品推介活动。

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
一直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等实体
经济融资的痛点。近年来，人民
银行娄底市中心支行在全省开
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娄底早
春行”等系列“惠企”活动，努力
搭建政银企三方融合对接平台，
畅通信贷主渠道功能，持续为民
营和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
注入“金融活水”。仅2018年来，
该行已累计向商业银行发放再
贷款、再贴现等低利率资金近70
亿元，助力辖内金融机构做大做
强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等实体经
济信贷投放，为企业有效降低融
资成本纾困解难。

推介活动中，13家金融机
构以多种方式向100余家企业
代表介绍了各行的信贷产品特
色、申办流程、贷款期限、利率、
放款工作日等，其中，农行娄底
分行展示的“惠农e贷”系列产品
和“网捷贷”等多个产品，受到了
到会企业的青睐。 推介活动后，
银企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
进行了“一对一”实质性的洽谈，
部分企业与银行达成了贷款意
向。 ■王志明 潘显璇

经济信息

朋友聚餐，买单“冤大头”为泄愤被拘
原由：借着酒劲撬窗进入“逃单”兄弟家盗走1600元 互动：聚餐咋买单？ 快来说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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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6日讯 朋友聚餐，
到底谁买单呢？长沙望城的郭先
生和王先生本是很好的兄弟，可
每次在外请吃饭玩耍，王先生从
来不买单。前不久，王先生装醉
逃单，郭先生气不过，想拿回买
单钱。结果因涉嫌盗窃罪，郭先
生被刑事拘留。近日，长沙望城
警方通报了相关案情。

4月11日晚，郭先生和王先
生等人相约吃饭，王先生拍着胸
脯说由自己买单， 可到了结账
时，王先生却“醉倒”了，另外两
名朋友也打起了“太极”。无奈之
下， 郭先生只好自掏腰包付了
100多元，买了单。回家路上，郭
先生越想越气，“凭什么他们叫
我喝酒要我结账？”于是，借着酒
劲准备去找王先生“算账”。

当晚，郭先生跌跌撞撞来到
王先生家门口，透过窗户看见王
先生已经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便
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砸破王先生
家的窗户， 见玻璃破碎的声音没
吵醒王先生， 郭先生又撬开王先

生家厕所的防盗窗， 由于之前来
过数次， 郭先生轻而易举地进入
了王先生的卧室， 拿走放在床头
柜上的钱包，随后匆匆逃离现场。

次日一早，王先生起床后发
现钱包“不翼而飞”，窗户也被砸
出了一个大窟窿，赶紧拨打110
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望城公安分局
丁字派出所迅速展开调查，根据
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民警迅速
将嫌疑人锁定为王先生的熟人。
在排查谁与其喝酒时，发现郭先
生有嫌疑。4月22日， 民警将郭
先生依法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调
查，经审讯，郭先生如实交代了
其在王先生家中撬窗入室盗走
1600元的犯罪事实。

“是我砸的窗，偷的钱，最主
要的是气不过。” 郭先生对其酒
后在朋友家盗窃的行为后悔不
已。郭先生已将钱退还给了王先
生，也取得了对方的谅解，但其
行为已涉嫌盗窃罪， 被刑事拘
留。 ■记者 杨洁规

本报5月6日讯 趁快递小
哥分发快递之际，一岁半孩童爬
到未熄火的电动三轮车上玩耍，
当他触碰把手加速器后，车翻人
伤。为索赔，孩童将三轮车所属
快递公司告上法庭。近日，长沙
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
一审宣判， 判决快递公司承担
60%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并
赔偿小孩医疗费和住院伙食补
助费损失近8万元。

2018年6月24日上午10点
多，快递小哥王某驾驶一辆无牌
电动三轮车至长沙芙蓉区某小
区门口， 在未拔车钥匙的情况
下，就开始分发快递。就在这个
时候，正与外婆玩耍的一岁半的
小宝（化名），趁外婆不注意爬上
了三轮车。当小宝触动车上把手
加速器时， 三轮车开始向前移
动，直至车辆失控侧翻，小宝也
因此受伤。

小宝受伤后， 经医疗救治，
产生的医药费和住院伙食补助

费损失共计12.6万元。协商未果
后，小宝作为原告，将涉事快递
公司告上了法庭。

芙蓉区法院审理认为，王某
作为驾驶员， 安全注意义务不
够，存在过错。小宝作为学龄前
儿童，其看管的成年家属疏于监
护，以至于小宝受伤，其监护人
亦存在过错。比较双方过错的原
因力大小，应确定双方承担同等
责任。

在具体赔偿比例方面，根据
“机动车一方负同等责任的，承
担百分之六十”的法规，应确定
王某一方承担60%的损失。由于
王某隶属于快递公司，其停车分
发快递系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
故王某60%的赔偿责任应由快
递公司承担。另快递公司还应承
担因未就属于机动车范畴的电
动三轮车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而产生的1万元医
疗费损失赔偿责任。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钟建林

近年来，指数化投资凭借分散
风险、成本低廉、操作便捷、风格稳
定等优势，成为大类资产配置的重
要工具。今年以来，创业板在春季
攻势中风头强劲，点燃了投资者布

局创业板指数基金的热情。在此背
景下，5月6日， 千亿ETF巨头华夏
基金顺势推创蓝筹和创成长两只
ETF，通过应用Smart�Beta策略，
分别聚焦创业板中优质蓝筹股和

高弹性成长股两类细分投资机会，
打造更“聪明”的创业板投资工具，
目前，投资者在华夏基金、各大券
商等渠道已经可认购这两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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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会网友，误入传销黑窝
益阳赫山警方打掉两个暴力传销犯罪团伙

快递车未熄火，熊孩子玩车侧翻
法院判决：快递公司和家长都要负责

娄底“金融大餐”
宴“实体”

华夏基金ETF再“亮剑” 创业板投资迎来2.0时代

采访中，派出所民警介绍，他们也经常
接到朋友间因为买单引发的纠纷报警。那
么，聚餐到底谁买单？

记者随机采访了10位市民， 选择聚餐
AA制的占了大多数，有7人。但相比朋友之
间聚餐，同事之间聚餐选择AA制的更多。

你认为应该由谁来买单呢？ 请@三湘
都市报，一起来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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