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24日讯 员工下班遭遇
车祸被认定为工伤， 肇事方已赔了
钱，用工单位能省下这笔工伤保险待
遇吗？

今日，宁乡市人民法院通报了这
样一起纠纷，员工因侵权获得的赔偿
不能替代应享受的除医疗费之外的
工伤保险待遇，法院要求用工单位如
数发放工伤保险待遇。

2018年9月8日，胡某入职宁乡某
食品公司，合同约定基本工资为2000
元/月， 但公司方未给他缴纳工伤保
险。当年12月21日，胡某在下班途中
遇到交通事故受伤，伤后住院治疗了
17天。

2019年4月12日，经宁乡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胡某所受伤
害属于工伤，经长沙市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胡某向宁
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食品公司需支付胡某工伤保险
待遇7万余元。

食品公司表示不服，认为胡某已
与肇事者、 保险公司达成了调解协
议， 保险公司也已向其赔偿了1.7万
元，赔偿款已弥补胡某的损失，故食
品公司无需再对胡某进行赔偿。由
此，食品公司向宁乡市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法院认为，胡某下班遭遇车祸受
伤，交警部门认定其在此次交通事故
中无责任，而人社部门也认定其为工
伤，胡某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

本案中，胡某因第三人侵权造成
人身损害并构成工伤，其因侵权获得
的赔偿不能替代应享受的除医疗费
之外的工伤保险待遇。宁乡市人民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食品公司向胡
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7万余元。

食品公司对一审判决表示不服，
遂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雷其荣 通讯员 马雷光 邹晴

边刷牙边看综艺，狂笑后牙刷进了肚
送医后胃镜取出20厘米长牙刷 医生提醒：吃东西时不要聊天尤其是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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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4日讯“总是
被噩梦惊醒，我知道早晚会
有这一天。” 当株洲荷塘警
方带着苏某回到案发现场
时，2006年入室抢劫杀人后
潜逃长达14年的他长长舒
了一口气。

今日，警方披露了相关
案情。

独居女子家中遇害，多
日后才被发现

时间倒回到14年前。53
岁的被害人殷女士生前喜
爱交友、跳舞，独居在株洲
荷塘区文化路一民居内。

2006年7月29日， 殷女
士的朋友报警称，多日未见
殷女士出门，且家中阳台窗
户附近聚集了大量苍蝇，还
发出阵阵恶臭，她们怀疑殷
女士已经死亡。随后，殷女
士的儿子赶到现场，家中房
门无法用钥匙打开。爬窗进
入房内，发现殷女士死在卧
室的床上，且发出恶臭味。

经殷女士家人清点，丢
失了白金戒指、手机及少量
外币。警方认定，可能是入
室抢劫后杀人灭口。

“身中七刀， 致命伤是
脑袋上那一刀。” 办案民警
李圣元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嫌疑人手段残忍，而且
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作案
用的菜刀丢弃在卫生间的
水桶内浸泡，除了窗台上留
下的脚印，几乎没有留下任
何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依托仅有的线索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
作。参与侦办的民警不断反
复研究已知线索，先后摸排
比对达几千余人次，受制于
当时的技术条件等因素，案
件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

入室行窃被发现， 他情
急行凶杀人

14年时间里，这起恶性
案件成为荷塘民警心头的
一块大石头。尽管民警换了
一拨又一拨，但从未放弃过
对该案的侦破。

2020年公安部、省公安
厅部署开展“云剑2020”破
命案积案专项行动以来，株
洲市公安局将该案列为挂牌
督办案件， 荷塘刑警对此案
开展缜密再分析。 仅存痕迹
物证在最新的技术条件下取
得了重大突破， 这桩时隔14
年的悬案终于迎来转机。

警方锁定，岳阳临湘的
一名53岁苏姓男子有重大
作案嫌疑，其曾有过多次盗
窃前科。今年7月22日，荷塘
警方将苏某抓捕归案。

24日下午，戴上手铐脚
镣再次来到案发现场，苏某
显得异常冷静，“我知道，早
晚会有这一天。” 语气中竟
有几分轻松。

苏某供述了整个作案
过程：2006年 7月 24日深
夜，他赤脚攀爬楼梯间花格
通风窗。 爬到4楼后从卫生
间翻窗入室行窃，翻动物品
时不小心发出响声，吵醒了
在卧室熟睡的殷女士。殷女
士大呼救命，苏某慌忙从厨
房拿起菜刀威胁，遭遇反抗
后将其残忍杀害，随后逃离
现场。

为躲避抓捕，苏某辗转
多地务工，夜里时常做噩梦
惊醒。在担惊受怕中躲了足
足14年后， 还是落入了法
网。目前，苏某因涉嫌故意
杀人罪已被当地警方刑事
拘留，案件还在办理中。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肖翔

本报7月24日讯 身世可
怜、 自强自立活跃在微信朋友
圈的年轻女白领， 在你主动评
论她的朋友圈内容后开始跟你
聊天， 完全获取你信任后请你
帮忙给她爷爷买酒， 你可能买
完都没发现自己上当。

岳阳平江县人民法院今日
通报了这起诈骗案，6名20岁左
右的年轻人为了行骗专门成立
工作室， 跟人聊天每一句话都
有“台词”。

朋友圈突然出现年轻白领
女孩，自称身世可怜，但自强自
立，让人忍不住评论鼓励。聊了
一段时间后，“女孩” 不好意思
地开口称自家爷爷生病被辞
退，酒厂以白酒抵工资。眼看着
没钱治病了，请人帮忙买白酒。
热心网友花两三百元买下“茅
台酒”， 酒确实是从贵州寄来
的，却只是几十元的白酒。

假如此时骗局还没被识
破，“女孩” 则会继续跟你保持
暧昧，借口过生日、节日索要红
包，收到红包后立刻换号。

技术含量并不高的骗局，
却让近百人上当。 这个诈骗团
伙6人全都是20岁左右年轻人，
特地成立了工作室来骗钱。

法院审理查明,师某、艾某
自2018年9月份开始在平江成
立工作室，招聘业务员进行微信
诈骗。先在网上平台购进大量微
信账号，再交给招聘来的业务员
操作。

业务员按照“剧本”设计好
的故事情节和时间线，定时更新
微信朋友圈，将固定的文本和照
片发布到朋友圈，将自己包装成
一名身世可怜、积极乐观、年轻、
漂亮的白领女性，以吸引男性好
友关注，建立暧昧关系，骗取对
方的好感和信任， 待时机成熟
时，再以帮助爷爷卖酒换钱的名
义博取同情。198元或398元一
瓶的“茅台酒”，实际上是30-60
元一瓶网购买进的，从中赚取差
价获利。

此外，通过虚构生日，索要
520元、1314元和3344元的生日
红包， 收取红包后立即停用微信
账号。该团伙先后“套路”近100
名受害人，共骗取13万余元。

2019年5月， 民警根据群众
举报将该团伙查获。

法院审理认为：6名被告人
虚构事实，设置骗局，利用互联
网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构
成了诈骗罪。法院判处六人有期
徒刑三年十个月至九个月不等，
对作案工具予以没收，并责令退
赔犯罪所得共计十三万余元。判
决后，被告人提起上诉，岳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黄浣莲

本报7月24日讯 睡前边
刷牙边看综艺节目， 含着牙刷
一阵哈哈大笑后，20厘米长的
牙刷竟被吞进肚子里。 觉得十
分丢人， 以为牙刷会自行排出
来没及时处理， 第二天早上肚
子痛才慌忙上医院。

今日， 说起前天晚上的遭
遇，彭雨涵（化名）有点尴尬。

仰头大笑，牙刷进肚

22日晚， 彭雨涵在刷牙的
时候盯着手机看综艺节目。由
于太投入， 看到精彩部分时忘
记自己嘴里还含着牙刷， 仰头
大笑， 没想到牙刷一下滑进食
道，吞进肚子里了。

“那下真是突然懵圈了，
等我回过神来， 觉得不可思
议。那么长的牙刷，怎么就这
样被我吞进去了？” 彭雨涵表
示，事发当时只感觉喉咙有点
胀痛， 并没有其他不舒服。由
于觉得这事太丢人，准备先观
察一下看会不会排出来，就没
有第一时间上医院。没想到23
日起床后感觉腹部疼痛，吃东
西时特别明显，这才赶紧到医
院看急诊。

操作胃镜，取出牙刷

“入院后， 我们立即给她进
行CT检查， 显示其胃下部确实
有一把牙刷。 若是不及时取出，
可能给胃部造成严重损伤或大
出血。”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市中
心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生陈伟
表示， 牙刷吞进去又快又突然，
想取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牙
刷顽固地卡在胃内，加上患者胃
内食物残留影响视野，加重了取
出难度。”

医护团队操作胃镜，用异物
钳调整牙刷方向，最后用圈套器
将刷头套住，顺着胃和食管取出
来。整只长约20厘米的牙刷被完
全取出后，才松了一口气。

“古人说‘食不言’，是有道
理的，刷牙也是一样。”陈伟医生
提醒，吃东西，特别是有鱼刺、骨
头、枣核等尖锐物时不要聊天尤
其是大笑，以免造成异物不慎吞
咽。 如异物卡在咽喉或者食管
后，应尽快到医院就诊，请专科
医生用喉镜、支气管镜或胃镜等
将异物取出，以免因异物停留体
内过长而引起穿孔出血等严重
并发症的发生。 ■记者 李琪
通讯员吴辉符晴实习生孟凡佳

“女白领”帮爷爷卖白酒
跟人聊天每句话都有“台词”
6人团伙“苦情”贩卖“茅台酒”，近百人受骗

14年追凶，入室抢劫杀人凶手终落网！
嫌疑人有多次盗窃前科,作案时吵醒受害人，遇反抗杀人逃离

下班遇车祸受工伤
单位被判赔7万元保险

杀人犯罪
嫌疑人苏某指
认现场（扫报
眉二维码看视
频）。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