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谋虚假购车，骗取融资租赁公司76万余元

伪造票证骗担保，3人获刑

江西男子张鹏今年 34
岁，平时爱看网络主播直播，
他认识了女主播刘梦，常在
刘梦的直播间刷礼物。去年
8月，张鹏通过直播平台与刘
梦联系上， 两人加了微信好
友，互有好感，还在现实生活
中碰了几次面。 张鹏多次给
刘梦转账520元、1314元等，
还花了1万多元买了一台苹
果手机送给她， 在刘梦的直
播间大手笔刷礼物， 花费十
多万元。

两人这样来往了两个
月左右，张鹏却迟迟不知道
刘梦的真名、年龄。在一次
碰面后， 张鹏悄悄跟在刘
梦身后到她家门口， 发现
门口摆着男士鞋子，张鹏认
为刘梦有同居男友了，自己
被骗了。

一气之下， 他建了个微

信群， 把刘梦的部分粉丝拉
入群里，称刘梦诈骗钱财。此
后，向益阳桃江县法院起诉，
称刘梦直播间刷礼物都是应
刘梦的要求， 请求法院判决
返还转账给刘梦的共计9000
多元、 一台苹果手机以及直
播间代刷礼物11万多元。

对此，刘梦称没有诈骗，
转账的钱是张鹏自愿给的，
也并没有要求他在直播间刷
礼物。同时，刘梦向法院提起
反诉， 称张鹏想发生关系被
她拒绝后， 跟踪到她家中看
到男士鞋子误认为她有男
友，建微信群造谣报复她。此
举给她的名誉造成恶劣影
响，直播收入大幅减少，心理
压力巨大，无法正常直播。因
此请求法院判决张鹏赔礼道
歉、恢复名誉，同时赔偿精神
抚慰金10万元。

送手机，转账发红包，还在直播间狂刷礼物十来万元

交往闹掰，男子怒告女主播要求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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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3日讯 虚假购买
车辆从事网约车服务，空手套白
狼骗取融资租赁公司垫资款76
万余元。记者今日从长沙县人民
检察院获悉，经检方依法提起公
诉，被告人陈亮、陈海、周明涉嫌
诈骗罪一案宣判，3人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至五年不等，
并处罚金。

“假购车”搭档“假销售”

陈亮是长沙县某汽车贸易
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公司业务不
景气、资金压力大，急需用钱。陈
海和周明是老乡，两人通过跑滴
滴认识，后经人介绍又认识了陈
亮。

在一次饭桌上聊天时，陈亮
提起现在担保行业有漏洞，他作
为汽车贸易公司老板，如果“操
作得当”， 或许可以骗到担保公
司的钱，但是需要人配合。如果
陈、周两人愿意，在事成之后按
10%分成，三人一拍即合。

经商量，由陈亮假扮车辆供
应商，陈海和周明扮演购买方和
贷款方，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合
谋骗局开始了。

伪造票证，一起真行骗

经反复考虑，陈亮选择之前
有过合作的翔惠公司（主要经营
地在外地，对长沙县的情况不是
特别熟悉）作为诈骗对象。

2019年3月，陈亮称有客户
要购买10台雷凌车，需要申请资
金担保。翔惠公司随即委派员工
王飞来现场查验和风险评估。

为蒙骗王飞，陈亮伪造购车
合同，将他人整齐停放在长沙县
某物流园的10台车辆贴上自己
公司的标志， 谎称是交易车辆，
同时安排陈海开具虚假车辆购

置发票、合格证，与周明一起假
扮买主，陪同王飞到现场看车。

因为之前有过业务往来，又
现场见到了交易车辆和客户，王
飞轻信了这场交易，在未逐个比
对签证车辆的情况下就代表公
司审核通过了风险评估。

2019年4月，翔惠公司将76
万余元垫资款悉数转账至陈亮
提供的账户。

因担心事情败露，陈亮在收
到垫资款后与陈海、周明一起请
王飞吃饭。席间，周明趁王飞酒
醉偷走了其先前提供的虚假票
证。后王飞察觉票证被盗，联系
不上陈亮等人，又发现车辆不翼
而飞，感觉被骗后选择报警。

2019年5月，公安机关先后
在长沙、岳阳将陈亮等3人抓获，
以其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2020
年6月，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对该
案依法提起公诉。

诈骗罪成立，被判五至十一
年不等有期徒刑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陈亮
拒不认罪，坚持自己只是为了拉
业务， 好心帮助陈海等人买车，
不是诈骗。公诉人指出：被告人
陈亮等3人事前恶意串通， 虚构
购车事实和买主身份，伪造内容
虚假的合格证及发票，让被害公
司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事
后还企图消灭罪证，将收到的垫
资款用于个人挥霍，具有非法占
有的目的，符合诈骗罪所有的犯
罪构成。

近日，长沙县人民法院做出
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的辩解均不
予采纳，以被告人陈亮、陈海、周
明犯诈骗罪，分别判处三被告人
有期徒刑五至十一年不等，并处
罚金。（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姚选作

本报9月13日讯 “这些车不能
停在这里，一旦市场内发生火灾，消
防车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
救援， 很可能错过最佳灭火救援时
机。” 9月11日， 由益阳市安化县消
防、城管、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组成
的执法小组， 就群众举报问题———
“湘资市场存在堵塞消防车通道”问
题开展现场核查。 这是安化县联合
执法小组第5次处理关于消防车通
道堵塞的群众举报问题， 也是安化
县开展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
动中的一个缩影。

“安化县东坪镇湘资市场的消
防通道总是有三轮车、摩托车、小车
等停放，还有两侧商贩占道，堵塞通
道。”近日，安化县消防救援大队接
到群众举报， 反映湘资市场存在消
防车通道堵塞的问题。接到举报后，
安化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联合城
管、交警等部门，深入现场核查。

“一些卸货的货车司机贪图方
便，直接将车停放在市场门口，导致
本就不宽敞的市场门口仅剩不到2
米可以通行。” 因该市场门外摆摊
者较多， 导致车辆数目远超现有车
位数，车位严重不足，消费者随意停
靠现象严重，出现三轮车、摩托车、
小车等随意停放在消防车通道上的
情况，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针对市场内消费者和商贩的车
辆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行
为， 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实施了警告
和教育， 对无法联系到当事人或违
停顽固分子采取开罚单和拖车等措
施。同时要求物业加强管理，重新规
划车位，并设置醒目提示牌。

据了解，自打通“生命通道”集
中攻坚行动开展以来， 安化县消防
救援大队在住宅小区、宾馆饭店、商
场、 市场等场所统一发布和张贴通
告，公布“110”“96119”举报电话，
引导市民群众积极查找、 举报身边
消防通道安全隐患。
■通讯员颜雨彬 陈灿记者张洋银

江西男子看直播喜欢上益阳一位女主播，在现
实生活中见了几次面， 给女主播送上万元的手机，
多次发红包，还在直播间狂刷礼物十来万元。不过，
交往并未“顺利”地进行下去。两人闹掰后，男子建
微信群称女主播感情骗人，还起诉她，要求还钱。对
此，女主播提起反诉，认为男子侵犯名誉权，索赔精
神损失10万元。近日，益阳桃江县人民法院一审宣
判了该案。

■记者 虢灿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鹏和
刘梦相识于网络平台，又来往
于现实生活，双方既是网络直
播主播与用户的关系，又具有
异性之间在实际生活中的非
一般朋友关系。两人在现实交
往过程中，均有发展为恋爱关
系的意愿，张鹏没有提交证据
证实刘梦存在隐瞒、虚构事实
等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其给予
刘梦款物不是其真实意思表
示。

同时，张鹏转账的金额数
字为“520”、“1314”等具有特
定含义，是他追求刘梦积极主
动做出转账行为的意思表示。
因此，张鹏在在直播平台外给
予刘梦9000多元及苹果手机
一台是基于其对刘梦的追求
和恋爱关系而作出的赠与。但
该赠与行为具有一定的目的
性，且不同于一般男女双方恋
爱交往过程中一方赠与另一
方财物的行为。两人经网络直
播平台认识，双方进行交流的
方式基本上是通过微信和直
播平台等媒介进行的，且交往
时间较短， 基于公平原则，法
院酌情认定由刘梦返还给张

鹏1万元。
张鹏与主播之间互动发

生的“打赏”行为，不属于法律
禁止的情形；并且张鹏提交的
证据无法确认其在直播平台
上所有的消费均系对刘梦的
“打赏”。即便他“打赏”过，刘
梦由此获得的收益也是其通
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其应得的
利益，不应予以返还。张鹏称
他在直播平台“刷礼物”是应
刘梦要求而进行，认为刘梦存
在诈骗的嫌疑，但其未提交证
据予以证明，对其主张法院不
予支持。

此外，本案中，张鹏组建
微信群，群名称中有刘梦感情
骗人字样， 确实有失妥当，但
该微信群中没有公然丑化刘
梦的人格或者用侮辱、诽谤等
方式损害刘梦的名誉，且群成
员仅有18人， 影响范围较小，
尚不足以导致刘梦的社会评
价降低。张鹏没有侵害刘梦的
名誉权。

据此，法院判决刘梦返还
张鹏1万元， 驳回两人其他诉
讼请求。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法院判决
法律不禁止“打赏”，酌情还1万元

男子起诉
要回刷礼物花费的十多万元

@安化市民：
您的举报投诉已核实
消防联合城管和交警调查
处理“消防车通道堵塞”问题

9 月 11
日，益阳市安
化县湘资市
场内，执法人
员现场将堵
塞消防通道
的车辆进行
拖车处置。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