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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不开车， 株洲的聂
先生牢记于心，于是，喝酒后
选择睡在车里， 可身上及车
内财物被盗都浑然不知。

4月24日晚上，聂先生与
两个朋友喝多了， 知道不能
开车，三人便在车内睡着了。
次日，聂先生一觉醒来发现，
两个朋友不见了， 而自己坐
在车内驾驶座上，衣衫不整，
车内也被翻得凌乱，“我的手
表、 钱包以及身上4000多元
现金都不见了。”于是，聂先
生赶紧报警求助。

株洲天元公安分局嵩山
路派出所民警通过调查，锁
定了嫌疑人耿某，并于5月12

日将他抓获。 原来，4月25日凌
晨5点多，聂先生的两个朋友便
走了。 耿某见聂先生独自在车
内，车没锁，副驾驶座车窗还开
了一半，便凑上去查看情况，发
现聂先生是喝醉了。

“耿某在盗窃前先喊了两
句，见聂先生睡得很沉，他便
动手了。”办案民警介绍，耿某
在车内摸了个遍，连聂先生衣
裤口袋也没放过，临走前还解
下了聂先生手腕上的表。得手
后，耿某将钱包、手表等全部
丢到垃圾桶，只留下了4000多
元现金。

目前，耿某已被刑拘，案件
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5月20日讯 凌晨，长沙雨
花区跳马镇七旬老人割颈自杀。派
出所民警及时赶到， 充当急救医生
展开与“死神”赛跑的生命救援，将
老人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我不能让
一条生命在我眼前逝去。” 今日下
午， 记者与跳马派出所民警颜小丹
再聊起此事时，他这样说道。

颜小丹回忆说，5月19日凌晨1
点40分， 他们接到辖区喜雨村一村
民报警称， 自己七旬老父亲周某因
一时想不开做出了轻生的举动，割
颈自杀并已身亡。

接到报警后， 颜小丹和同事立
即赶到了现场，“颈部满是血迹，伤
口有六七厘米长， 且右手还握着一
把菜刀。”颜小丹说，当时，老人有六
七名家属都在附近， 见现场满是血
迹，再加上光线灰暗，都被眼前一幕

吓到了，不敢靠近。
颜小丹初步询问家属情况后，迅

速上前查看老人的生命体征， 发现老
人还有微弱的呼吸，一场与“死神”赛
跑的生命救援随即拉开。 颜小丹迅速
要家属找来毛巾，为老人紧急止血，由
于老人家所处的位置较为偏僻， 为节
约时间， 颜小丹迅速安排家属到主路
口接救护车。“庆幸自己有过从医经验
以及平常单位有这方面的培训， 才能
在这紧急时刻为群众出点力。”

目前，通过调查，警方已经排除老
人他杀的可能。而经过紧急抢救，周某
已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正在重症监护
室做进一步治疗。据家属介绍，老人姓
周，今年70岁了，因患有疾病近期精神
状况有些异常， 尽管家人平时会多加
照看， 但谁也没想到老人会在家人都
睡下之后，做出轻生的举动。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沈庆红

本报5月20日讯 “刚上
班时， 我迷上了微信红包赌
博游戏，原意是想放松一下，
没想到越输越多， 所以才走
上贪污犯罪的道路……”近
日， 当法院宣判其因贪污罪
获刑三年， 岳阳平江县城乡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
中心个人账户股原股长戴某
后悔不已。

2015年3月，戴某到社保
中心个人账户股工作，2017
年10月任股长，至2018年2月
5日案发， 他一直负责个人终
止确认业务工作（包括缴纳人
员终止确认和待遇领取人员

终止确认）。
刚来上班， 戴某便迷上了

微信红包赌博游戏，经常输钱。
由于自身工资有限， 又是家中
唯一的收入来源， 很快便入不
敷出。 在一次办理终止确认业
务时， 他发现部分已死亡的参
保对象个人账户上还有余额可
退， 但是其合法继承人均未来
社保中心退钱。

“都几年过去了，还没人来
退款， 估计是不知道有这笔钱
吧！”正好捉襟见肘的戴某顿时
萌生了利用自己办理、 审批该
业务的职务便利， 将老百姓的
养老钱据为己有的想法。

就这样，不到三年时间，他
先后冒领社保中心发放给315
名已亡参保对象的社保基金共
计近106万元，部分赃款用于微
信红包赌博游戏、 购房等家庭
和个人开支， 小部分赃款还未
使用。

2018年11月8日， 平江县
人民检察院依法将戴某贪污案
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3月
29日，法院结合戴某犯罪情节、
悔罪表现、 社会危害性和损害
结果， 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20万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胡莎

本报5月20日讯 公司资金周转
困难， 男子想把自家房子抵押来贷
款，但没有国有土地使用证，他拨打
路边制证小广告， 花200元钱做了
假证，成功贷款67万元，谁知几年后
东窗事发， 尽管男子只有部分贷款
没有还完，他仍被判处缓刑。近日，
岳阳华容县人民法院宣判了该案。

2015年4月，岳阳人何某因公司
资金周转困难，想尽各种办法筹钱。
他名下有一套位于华容县胜峰乡石
伏村的一套房屋， 他想把这套房屋
作抵押向银行贷款。 但是他遇上一
个难题， 这套房屋所占用土地为集
体土地，不能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

由于急着用钱，何某铤而走险，
他通过制证名片小广告， 联系了一
名自称能办证的男子，花200元钱购
买了一本伪造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何某拿着这本假证与其他证件
一起，竟然通过了银行审核，成功办

理了抵押，两次获取贷款67万元。
没想到，几年后，东窗事发，经岳

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 该本国
有土地使用证上的“华容县国土资源
局” 印文与华容县国土资源局提供的
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此时，
何某还有部分贷款没有偿还。

法院审理认为， 何某非法买卖国
家机关证件， 其行为已构成买卖国家
机关证件罪。 何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
自己的罪行，属坦白，可以从轻处罚；
其利用买卖的国家机关证件从银行获
取贷款后，给银行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应酌情从重处罚；其犯罪情节较轻，有
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
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可以依法宣告缓刑。据此，华容法院以
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判处何某有期
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五千元。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陈舒怡

他醉酒睡车内被盗，他酒后仍驾车被抢
交警普法:酒后只要启动车辆，就算酒驾了

延伸

喝酒后在车内
驾驶位上睡觉
算不算酒驾

记者注意到，
很多人喝了酒之
后，知道开车是犯
法的，然后就在自
己的车子里睡觉
了。那么，酒后在
车里的驾驶位上
睡觉算不算酒驾？

株洲 天元 交
警大队副大队长
陈昱名介绍，交警
部门通常依据是
否有移动车辆来
判定是否有酒驾
行为，所以，酒后
千万不要心存侥
幸去挪车、 移车。
“最严苛的是，只
要启动了车辆就
会被认定酒驾。”

七旬老人深夜割颈自杀，家属不敢靠近
民警当场急救和“死神”抢人

迷上微信红包赌博游戏，他挪用上百万社保经费

购买伪造土地证贷款，男子获刑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他酒后睡自己车上，却被盗
了；他酒后开车上路，遭遇“碰瓷”被抢了。近日，长沙、株洲两
地公安通报了两起因驾驶员酒后驾车和酒后睡在车上，被不
法分子盯上的案件。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田虹 张铁山

5月7日凌晨时分， 长沙
市民宁先生和几个朋友约在
一酒吧聚会。结束离开时，宁
先生感觉自己没喝多少酒，
就心存侥幸驾车回家。 不料，
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一陌生男
子驾车“碰瓷”，对方称宁先生
酒驾，要他付10万元“私了”，
不然就报警。

宁先生根本拿不出这么
多钱， 对方在反复索要无果
后， 先是对宁先生进行殴
打， 再通过手机转账抢走
2480元。

天亮后， 宁先生向长沙
开福公安分局洪山桥派出所
报警。 通过摸排调查，5月13
日，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刘某
抓获。

据刘某交代， 他原本在
广东从事鞋子生意， 因生意
不景气， 偶尔出去兼职做代

驾。兼职代驾时，他发现部分司
机酒后还要继续开车上路，遂
萌生了故意碰瓷赚钱的想法。5
月5日，刘某在长沙购买了一辆
二手越野车， 便开始寻找作案
目标。

5月7日凌晨，刘某守在开
福区某酒吧门前，发现宁先生
醉醺醺地从酒吧出来，驾驶一
辆奔驰车离开，便立马驾车跟
了上去。当车辆行驶至芙蓉北
路某路段时， 刘某刻意追尾宁
先生的车辆后，将其逼停，索要
钱财。 得知宁先生身上没有现
金，刘某持棍将宁先生打伤，并
强行抢夺其手机， 将宁先生手
机中的钱转走后，驾车逃离。

目前， 刘某因涉嫌抢劫被
依法移送起诉， 相关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公安机关也
对宁先生酒后驾车的行为进行
了处理。

醉酒后在车内睡觉？他醒来发现衣衫不整

酒后开车上路？他遭遇“碰瓷”被殴还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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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 长沙市
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
停放在江边的共享单车
浸泡在江水中。目前，长
沙街头许多地方都设置
了共享单车停靠点，然
而有一些使用者为图一
时方便， 随意将单车乱
停乱放， 希望市民能文
明使用、爱护共享单车，
营运部门也应加强监督
和管理。

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请莫乱停
共享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