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1日上午，
湖南师大附中举行以

“致敬祖国·悦动青
春”为主题的第33届
校园体育节暨田径运
动会开幕式。 校运会
成了体育狂欢节。该
校高二学子、 曾摘得
青奥会男子跳高冠军
的陈龙更是成为全校
师生瞩目的焦点。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摄影报道

青奥冠军
悦动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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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人”推荐的彩票网站“吞”了她47万
她的妹妹也被该网站骗了5万元“男友”的背后是一个诈骗团伙，8人涉嫌诈骗被批捕

图片·新闻

消防隐患曝光

本报10月11日讯 长沙一男
子因沉迷于赌博， 竟然以“父亲病
危”为由向好友借钱，好友借给他几
万元“救命钱”，却被他输得精光。害
怕事情败露的他， 主动赶到长沙芙
蓉公安分局荷花园派出所自首。今
日，长沙芙蓉警方通报相关案情。

10月4日一大早，韩某来到户口
所在地的荷花园派出所，他交代，自
己沉迷网上赌博。没钱怎么办？这才
有了向好兄弟“借钱”的一幕。

7月2日， 韩某给好友周先生发
去信息，称父亲心脏出了问题住ICU
急需钱，希望借1.5万元应急。周先生
次日就转账15000元至韩某的账号。
7日，韩某又向周先生“求助”，称父
亲需要换支架， 希望周先生再借钱
给他，周先生又给他转了8000元。

目前， 韩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刑
事拘留。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于鉴桐 通讯员 蒋新慈

本报10月11日讯 长沙几名
男子喝醉酒后打赌，比谁的胆子大，
赌注竟然是谁敢去偷手机。“大胆
男”龚某自告奋勇前往，窃得一台手
机后洋洋得意回去“炫耀”，很快被
民警找到。今日，长沙芙蓉警方通报
了相关案情。

9月26日凌晨， 龚某和几个朋友
在朝阳街附近吃夜宵，几杯酒下肚之
后，有人提议道：“我们来打赌，谁敢
去网吧偷台手机，谁的胆子就大。”

听说要去偷， 龚某来到夜宵店
附近的某网吧， 趁着部分玩家在睡
觉，顺走了桌上一台手机。正当龚某
拿着手机向朋友“炫耀”完，跑到人民
路上一家网吧上网时，被芙蓉分局朝
阳派出所民警抓获。目前，龚某因涉
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 ■记者杨洁规

实习生 于鉴桐 通讯员 蒋新慈

本报10月11日讯
谎称要贷款， 将前来审

查贷款资质的业务员给抢劫了。
今日，长沙望城警方通报一起抢
劫案，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

“救命啊， 我被人抢了！”9
月18日晚11时， 望城公安分局
接到报警， 立即安排高塘岭派
出所值班民警赶往事发地胜利
村沩水桥附近。到达现场，一名
男子蜷缩在地上， 正是报警人
唐先生。

唐先生是一名从事小额贷
款的业务员， 经人介绍说望城
有人想贷款，请他前去审查贷款

人资质，并将见面地点和乘车方
式告知了他。

到达目的地， 现场就有两
名男子靠过来， 抽出一把刀威
胁他解锁了手机APP的支付密
码， 转走了唐先生手机里仅有
的 346元钱， 并抢走了价值
5000元的手机。

高塘岭派出所民警调取案
发地周边监控，发现3名嫌疑人
的踪迹。9月26日， 民警在天心
区坡子街某旅馆内将嫌疑人李
某抓获， 另外两名嫌疑人李某
某和肖某随后落网。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覃亚林

“他告诉我在这个网站上玩保证盈利，可现在我的钱却
无法提现了……”近日，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望城坡派出
所接到黄晓晓（化名）的报警，她怀疑自己被人诈骗了。

10月11日，记者从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证实，黄晓晓
的怀疑是真的。嫌疑人龚某杰等8人因诈骗罪被批捕，一起
依托婚恋网交友的“杀猪盘”骗局清晰浮出水面。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洪美华
通讯员 王俐 宋甜蜜

黄晓晓口中的“他”叫“吕
佳杰”，两人在一家婚恋网站上
相识，“彼此聊得来， 就互相加
了微信。”

相识之初， 吕佳杰自称是
从事IT工作的。 两人聊了一段
时间后， 吕佳杰就给她推荐了
一家买彩票的网站。“他说可以
凭借高超的技术入侵网站后
台， 只要我去该平台注册一个
账号，保证稳赚不赔。”

为了验证真伪，她注册了
账号并充值了200元， 在吕佳
杰的指示下下了注。“第一次
盈利了10%，赚了20元，立即
提现，到账了。”黄晓晓以为自

己遇到了厉害的“黑客”，对此
深信不疑。

此后， 每次下注都实现了
盈利， 直到她准备第七次提现
时，意外出现了。“4月26日提的
钱，4月28日还没到账。”晓晓回
忆，中途她咨询过平台客服，对
方告诉她周一才能到账。

4月27日，晓晓先后充值了
近50万元， 但直到4月28日下
午2点，平台的客服却再也没有
上线。 当天下午6点，“男友”吕
佳杰也联系不上了。

感觉自己上当的黄晓晓算
了笔账，除去前几次的盈利，自
己一共损失了47万余元。

“恋人”推荐的网站吞了她47万

贷款业务员上门，等待他的却是劫匪

好友给他救命钱
他却用来作赌资

酒后打赌偷手机
赢了赌局被刑拘

近日， 株洲天元消防救援
大队深入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时发现，株洲市金锦宾馆存在
火灾隐患，大队人员立即下发了
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即整改。

检查期间， 大队消防监督
员发现该场所存在以下隐患问
题： 六层西侧安全出口处楼梯
间疏散门未设置防火门。 大队
监督员向单位负责人指出了存

在问题的严重性， 下发了责令
立即整改通知书， 要求单位提
高消防安全意识， 自主落实单
位主体责任， 迅速彻底消除火
灾隐患，确保场所消防安全。

下一步， 大队将继续采取
火灾隐患整改跟踪服务举措,
协助隐患单位尽快消除火灾隐
患, 为辖区提供良好的消防安
全环境。 ■通讯员 周舟

株洲：宾馆未按要求设置防火门被责令整改

近日， 张家界市慈利县一
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被实施挂
牌督办。

挂牌督办的火患单位是慈
利县魔力酒吧会所，酒吧地上四
层， 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慈
利县消防大队防火监督人员检
查时发现，该酒吧作为公共娱乐
场所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慈利县消
防大队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方法》，经集体议案研究，判定该
单位为重大火灾隐患，并制发了

《重大火灾隐患通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规定，慈利县人民政府于
2019年9月9日对该单位实施
挂牌督办。同时，为确保重大火
灾隐患整治工作取得成效，慈
利县消防大队将联合相关部门
全程跟踪指导消防隐患整改工
作，并明确整改时限、责任，采
取媒体公开曝光、公示整改、挂
“黄牌”警示等措施，确保在规
定时间内消除火灾隐患。

■通讯员 魏咏柏

张家界：酒吧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被挂牌督办

近日， 常德市安乡县消防
大队依法对紫艺阁茶楼、 安乡
县嘉德红歌坊2家休闲娱乐场
所进行临时查封。

在检查过程中， 消防监督
员发现位于深柳镇保堤社区洞
庭大道中段85号的紫艺阁茶楼
三楼仅设置一部疏散楼梯；四
楼西侧疏散楼梯设置不符合消
防技术要求； 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存在火警未处理且消防控制
室无人员值班。

在对位于深柳镇深柳社区
嘉德商贸城的安乡县嘉德红歌
坊进行监督检查时， 消防监督

人员发现该单位同样存在诸多
安全隐患：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机
械排烟系统； 未设置室内消火
栓； 两个安全出口均不满足规
定宽度， 疏散通道最窄处仅
0.66米。

安乡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向
2家单位负责人指出和说明了
相关隐患情况， 责令其限期内
进行整改。 鉴于两场所存在的
消防隐患严重影响公共安全，
安乡县消防大队依法对以上2
家休闲娱乐场所实施临时查
封。 ■通讯员 王颂扬

常德：安乡县依法查封2家休闲娱乐场所

扫
码
看
她
怎
样

被
人
引
入
骗
局

可
恨

可
恶

大
胆

【上当】

“我不仅自己被骗了， 我还
连累了妹妹。”晓晓告诉记者，妹
妹的5万余元也被彩票网站“吞”
了。所谓的“优质男友”背后，竟
然是一个巨大的“杀猪盘”骗局。

从2019年4月初开始，以
犯罪嫌疑人龚某杰、 张某某等
为首的诈骗团伙， 利用婚恋网
站在网上寻找目标女孩， 以追
求对方谈恋爱为手段， 逐步诱
骗受害人至赌博网站。

接下来由团伙内专人负责

跟进受害人，诱导其充值，等受
害人大量投入资金后， 操控网
站后台让受害人无法提现，以
达到骗取受害人钱财的目的。

黄晓晓没有想到的是，男
友“吕佳杰”并非一个人，而是
团伙中的不同人。让她觉得“彼
此聊得来”的，正是团伙中的专
业“聊手”龚某杰。当两人感情
发展到相对稳定后， 黄晓晓被
移交给龚某杰， 在精心的设计
下，一步步踏进陷阱。

优质男友竟是多人接力扮演【骗局】

今日，记者从岳麓区检察院
了解到，该犯罪团伙除了在广东
惠州作案， 还窜至海南三亚、福
建漳州作案。而被骗的受害人除
了湖南的黄晓晓姐妹，还有湖北
的史某、云南的刘某等人。

承办人介绍， 犯罪团伙各
有分工，除了有专门的“聊手”
外， 为了将诈骗得来的钱顺利
取出， 他们还找到专人帮忙洗
钱，俗称为“车手”，一些犯罪嫌
疑人的亲属也参与其中。

8人涉嫌诈骗被批捕【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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