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7日，长沙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王又强等24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案。 通讯员 供图

本报5月7日讯 央企湖南办事处
主任、中华××发展基金会、国防××
管理委员会项目负责人， 这名头大不
大？其实，这些都是犯罪嫌疑人给自己
“加持”的身份，以该身份对外发包“工
程”，骗取千万元保证金。今日，长沙市
公安局芙蓉分局通报了该局破获的一
起合同诈骗案，涉案资金达上千万元。

轻信头衔，被骗1090万元

2015年初， 刘先生等人经人介
绍，认识了戴某、喻某某、谢某及李某，
他们自称来自某央企湖南办事处。

第一次见面时，见刘先生有怀疑，
戴某亮出自己第二重身份———“中
华××发展基金会、 国防××管理委
员会”战略框架协议方负责人。一张承
诺书上写着：基金会承诺协调有关部门，
将某机场整体搬迁及飞机修理厂项目工
程的土石方工程交给该办事处。

见戴某的身份及工程项目可靠，
刘先生带领14名合作伙伴与“办事处”
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 并交纳一定的
保证金，前后共计1090万元。

2016年底，当刘先生前往办事处
找戴某时发现，办公室门口牌子还在，
但早已人去楼空。

虚构身份进行诈骗

经专案组展开调查，2014年，喻
某某与其他3人利用虚假资料对外成
立了这个办事处，戴某是负责人，喻某
某为主任，谢某和李某为股东，制作假
的战略框架协议， 再以工程负责人名
义对外招商引资。

民警对4人依法刑事拘留并上网
追逃。今年4月底，专案组在广东佛山
将喻某某抓获并押解回长。目前，喻某
某已被刑事拘留，案情正在调查中。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蒋新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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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7日讯 披着正规
公司的合法外衣， 这家长沙公
司背地里却是在搞非法放贷讨
债活动，通过“套路贷”、非法催
收、插手民间纠纷、强占他人房
屋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 对社
会造成重大危害。今天，长沙县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
人王又强等24人涉嫌组织、领
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
案。据介绍，该案系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 湖南省首例
“套路贷”涉黑案件。

借5万元还了50万元

2015年9月10日， 被告人
王又强、邹斌、李盛成立了“长
沙市芙蓉区宾盛寄卖行”，开始
了有组织地进行非法放贷讨债
活动。之后，他们先后成立了两
家公司， 借合法外衣来掩盖非
法放贷讨债之实。

长沙程爹爹因个人消费需
要， 从该寄卖行借了5万元，约
定月息1角5分， 实际到手的只
有3万元，2万元被以“砍头息”
“中介费” 等名义提前扣除了。
借款时， 程爹爹还被忽悠签了
份虚假房屋租赁合同。 当程爹
爹逾期未还款时， 王又强等人
逼他签订了23万元虚增借款合
同并制作银行流水。

王又强等人多次采用滋
扰、纠缠、“看牛”和言语威胁等
方式， 逼程爹爹低价出售其房
屋。2017年12月1日，程爹爹被
迫将其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房
屋以135万元转让给被告人邹
斌， 邹斌实际支付115万元取
得，经评估该房屋价值168.5万
元， 程爹爹被敲诈勒索共计
50.9486万元。

24人被指控9项罪名

“被告人王又强等人形成了
较稳定的犯罪组织，有组织地通
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
同时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手
段，为非作恶，期压群众，严重破
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应定性
为黑社会势力。” 长沙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盛智指控，该涉黑组
织成员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等9项罪名， 非法获利共
计300余万元。

假借民间借贷之名， 通过
“虚增债务”“签订虚假借款协议”
“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
违约”“转单平账”“虚假诉讼”等
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产， 便是该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套路”所在。
被“套路”后，被害人不仅财产受
损， 人身权利都受到了极大的侵
害，有的遭受侵害后外出躲藏，不
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其中
一人至今下落不明。

向民警购公民行踪信息

为精准定位被催收人的行
踪，该涉黑组织以每月出资9000
元作为报酬， 让组织成员王凯联
系做警察的哥哥王浩， 购得被催
收人的行踪信息。

王浩身为长沙市公安局公交
分局民警， 长期从事刑事侦查和
情报收集工作，利用职务便利，长
时间、 高频率地将待查询人员行
踪信息提供给被告人王凯。期间，被
告人王浩非法获取并向被告人王凯
提供公民行踪信息共计948条。

在上述948条公民行踪信息
中，让多名被告人得以实现催债，
也正是如此， 多名被害人因行踪
信息被泄露， 遭遇了该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迫害。

鉴于案情复杂， 该案目前还
在审理之中。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君 周程

本报5月7日讯 你是
否认为境外直邮的产品更
放心？今天，记者从郴州市
公安局获悉， 该局破获特
大贩卖假药案，涉案的5家
全球购专营店先后对中国
境内居民销售所谓的港
药、境外药27万余单，销售
额达5100余万元， 被害人
涉及全国多省。

网购药无药品标识文号

2018年6月，郴州北湖
区居民李先生及其母亲因
患有腰痛病症， 在电商平
台某某生物全球购专营店
和某某HK全球购专营店，
购买了号称“完全治愈坐骨
神经痛”、“快速止痛”的“鐵
塔牌日本東京坐骨腰痛
丸”、“日本铁塔牌坐骨神经
骨刺丹”、“鐵塔牌日本東京
风湿骨刺丹”等药品。

到货后， 李先生发现
购买的药品均无药品标识
文号，怀疑是假药，于是向
郴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举报。经鉴定，认定意见
为“按假药论处”。

警方查获103种假药

2018年8月20日，警方
发现李先生购买药品的两
家网店注册公司均为香港
公司， 使用的快递信息也
都显示为香港直邮发货。

同时， 警方发现网店
所销售的货品虽然在宣传
页面上有意识地屏蔽“药
类”等敏感字样，但民警假
装消费者与店铺客服聊
天，客服一再宣传“药品”
来自日本、德国等国家，该
类货品具有明显的药类产
品的特征， 且产品说明书

称可以治疗某些疾病， 还标
识用法用量及不适应人群等
说明。

调查中民警发现：其中一
家某某HK全球购专营店是由
香港某甲医药有限公司于
2015年10月20日注册， 公司
法人陈某名下还有3家类似的
网店，同样涉嫌销售假药。

2018年10月24日，专案
组对该生物全球购专营店进
行收网， 在广东抓获犯罪嫌
疑人赵某、 谢某， 当场扣押
109种1342盒疑似境外地区
的药品、保健品，冻结涉案资
金4.3万美元。 经郴州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 其中
103种货品按假药论处。

11月16日， 专案组成功
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捣毁电
商店铺4家，售假、储假窝点6
个， 现场扣押数十种标注产
地为日本、德国、泰国的疑似
假药、药品包装盒等物品。冻
结涉案资金3.05万美元。

5家全球购店接27万单

面对审讯，嫌疑人如实交
代了犯罪事实：他们利用国内
消费者迷信外国药品的心理，
打着从海外购货的噱头，从境
外购入不符合我国药品和保
健品标准的商品，通过“水客”
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运至内地，
再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境外发
货信息，包装成“香港直邮”，
将货品寄给客户。

据统计， 截至案发时，涉
案的5家全球购专营店先后对
中国境内居民销售所谓的港
药、境外药272500余单，销售
额达5100多万元， 被害人涉
及全国多省，社会影响巨大。

目前，9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移送起诉。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曾鸣

本报5月7日讯 不满法院
判决，他带刀找律师要说法，争
执中捅了律师十多刀（详见本
报2018年6月29日A06版）。本
报曾报道的衡阳律师被害一案
近日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宣判。 法院判决熊志平犯故
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并赔偿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肖某、 金某某丧葬
费32997元。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查明， 被告人熊志平因对其
提起的健康权纠纷案件民事判
决不满， 遂对曾担任其诉讼代

理人的金某心生不满。
案发前， 熊志平两次前往被

害人金某所属律师事务所附近活
动。2018年6月22日，熊志平携带
水果刀进入金某办公室， 与金某
发生争执， 熊志平持刀对金某乱
刺十余刀，随后逃离现场，而金某
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衡阳中院认为， 被告人熊志
平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
被告人熊志平系累犯， 犯罪手段
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
会危害性极大， 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汤研科 曾芬芬

从“寄卖行”借5万被敲诈勒索50万
湖南首例“套路贷”涉黑案开审 24名成员被控9罪 曾向民警购948条公民行踪信息

“境外直邮”很放心？ 这些药你买过吗
郴州警方破获特大贩卖假药案，涉及5家全球购专营店

《不满法院判决，杀死自己律师》后续

衡阳律师被害案
被告人熊志平一审被判处死刑

冒充“央企”负责人
发包工程
骗得千万元保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