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庭审从上午8点开始持续到下

午4点，共计6个小时（中间休庭两

小时），妻子、亲人和很多公司代表

都赶来旁听，公诉人和辩护人展开

了两轮激烈的法庭辩论。

公诉人认为： 郭汉林负债约2

亿元，总资产只有1.4亿元，资不抵

债6000万元。首先没有将楚源的汇

款用来赎回“国土证”，不具备商业

合作的诚意；其次，郭瞒着湘西某

公司将“融成”二、三期转给上海公

司，明显带有欺骗行为；再者在事

发后， 郭用化名举家躲避至海南，

承担责任的表现无真实效果。这一

系列的行为都已经证明其实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触犯了我国《刑

法》，构成合同诈骗罪。

辩护人认为： 郭汉林的总资产

大于负债， 很多资产都还未统计完

全，对于借款他有还款能力。首先郭

在借款时是有还款能力的， 与上海

公司签订的合同非他本人意愿，受

到程和陈的逼迫， 他曾积极争取过

与湘西某公司的继续合作；其次，在

事发后，郭汉林一直在积极还款，并

到杭州等地招商“变现”欲挽回湘西

某公司的损失；对于全家前往海南，

并非“潜逃”，只是岁末年关，为了暂

时躲避高利贷债主， 且已交代一副

总与湘西某公司联系。“短期无还款

能力并不代表长期无还款能力和有

逃避责任的主观故意”，所以辩护人

认为这只是涉及民事的经济纠纷，

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要件。

1958年11月， 郭汉林出生在湘

潭县响塘乡一个清苦农民家庭。16

岁的时候拜师学艺当了一名泥瓦

匠。 不甘于平凡的他一边干活一边

学习建筑预算等技术知识。

15年后， 郭汉林考上了建筑

工程师， 并担任乡建筑公司的经

理。

2000年, 郭汉林被聘任为湘潭

市第五建筑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经

理、就业站站长兼实业公司总经理，

也就是“双马”公司的前身。

这个当时人不满百的小建筑

队， 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壮大,如今发展到了近4000人，注

册资金5100万元， 成为具有国家一

级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

郭汉林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

“我个人大可以买块地， 回家养老，

我这辈子和子女这辈子都吃不完，

但我有这么大个企业这么多人，必

须发展壮大。”

在候审室里记者近距离

地接触到了郭汉林，与他的实

际年龄相比略显老相。针对公

诉人指控他共计借高利贷达

8000-9000万元之多，每月支

付的利息就高达300-400万

元，记者不解一个亿万富翁如

何走上这样一条歧途。

记者：在“融成”项目以前

有借高利贷吗？

郭汉林：从来没有！

记者：为什么会把自己陷

入高利贷的泥潭里？

郭汉林：本预计的赢利是

可以偿还高利贷还有些收益

的， 只是没想到投入不断加

大。

记者： 共多少高利贷？利

息如何计算？

郭汉林： 暂时没统计出

来，利息不等，有2%到20%，

有月利息有年利息。

记者：一个成功的商人您

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郭汉林：决策。

记者：那么诚信呢？

郭汉林： ……也很重要

吧。

是经济纠纷还是合同诈骗

□对话

犯罪嫌疑人郭汉林 记者 张颐佳 摄

曾以1.8亿元身价名列

2007年湖南富豪榜221位，

全国百位建筑功勋人物，优

秀企业家，湘潭经济诚信人

物……拥有众多光环和头衔的商界风云人物郭汉

林，23日却戴着手铐坐上了被告席。公诉人指控其为

了融成小区投资项目，四处借高利贷，为了偿还高额

的利息和本金，又与多家公司签订项目合同，在东墙

与西墙的拆补间资金链断裂， 资债相抵后尚有6000

多万的窟窿无法弥补，被控合同诈骗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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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全国万家网吧联盟和神通职业队是由神州通信发起，会员网吧可享受

到各类优厚待遇。神通职业队优先进驻会员网吧，提高会员网吧核心竞争力、影

响力。 同时，在湖南省招募组建神通职业队。

万家网吧联盟全国统一热线：95130777��������请登录：www.snzo.cn

神通职业队全国统一热线：95130666����

神通全国万家网吧联盟隆重招商

神通最佳 惠聚万众

360度行业覆盖：

我们致力于打造集娱乐、科技、知识、竞技、安全、保障、高收益为一体的绿色网吧联盟组织。

特色活动带人气：

“神通职业队”优先进驻会员网吧，开展“神通最佳”系列挑战赛、网吧联赛、积分联赛、个人积分赛，并

有投票、抽奖、有奖竞猜等娱乐活动长期、持续开展，带动网吧人气、人脉和消费。

超强媒体创品牌：

强大的媒体传播渠道及资源共享，有效提高会员网吧的品牌知名度。

尊贵联盟享受：

会员网吧享有神州通信与中国人保集团的合作授牌及权威支持。

可享受正版游戏软件（魔兽争霸、CS、星际争霸、突袭 OL 等）支持。

成为“神州通”服务业务的代理商，可享受代理商销售返利政策。

超值意外惊喜：

会员网吧可获赠最大保额 300 万元财产综合险或 100 万元———200 万元网吧火灾公众责任险。

会员网吧还可享受神州通信提供的航空里程。

加盟热线：0731-82681880�����请登陆：hn.snzo.cn

神通全国万家网吧联盟湖南地区招商进行中

热烈祝贺以下网吧加盟！

（排名不分先后）

博联网络天马店

迪凯网吧

中青网络会所

日兴网络会所

漫步者休闲网络会所

鑫金牛网吧

科林网吧

鼎诚网络会所

枫情网吧

飞龙网吧

长沙湘浦网吧连锁管理公司及旗下网吧

长沙广茂网吧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及旗下网吧

长沙之音网吧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旗下网吧

神通职业队火热招募中

凡加入神通职业队的队员均享受神州通信正式员工的待遇和福利。

加入国有通信运营商 放飞理想 拥抱美好明天！ 还犹豫什么呢？ 赶快拿起电话吧！

招募热线：0731-82681980�����请登陆：hn.snz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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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夏季， 儿童腹泻率就明显

上升， 各大医院接诊的腹泻小患者

也明显增多。 太阳石药业的儿童健

康专家提示家长， 夏季细菌繁殖速

度加快，孩子大量食用生冷食物，很

容易导致腹泻发生， 家长应科学安

排孩子的饮食起居， 让孩子度过一

个健康、快乐的暑假。

选择适合儿童服用的腹泻药品

也是一门学问，家长应选择专业的、

无副作用的儿童药品进行治疗，备

受儿科专家好评的好娃娃系列药品

旗下的“畅言停”牌蒙脱石颗粒就是

不错的选择，不仅可快速止泻，且能

够吸附胃肠道内的细菌和病毒，不

入血，不被肠道吸收，安全性高，非

常适合儿童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家

长们可通过参与“一起成长 好娃娃

健康计划社区行” 儿童健康科普活

动，了解更多、更科学的儿童常见病

防治知识。 这项由中国非处方药物

协会与太阳石药业携手开展的公益

科普活动，本季正是以“儿童腹泻需

重视，物理止泻更安全”为主题，全

面深入各大社区， 帮助更多孩子摆

脱夏季腹泻的困扰。

专家提醒家长，孩子腹泻时，可

以多服些补锌剂， 提高肠胃消化和

免疫能力；另外，腹泻会导致维生素

缺乏， 建议多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好娃娃”牌葡萄糖酸锌颗粒和小儿

维生素颗粒在这方面同样能够帮助

家长解除后顾之忧。

今年最受期待的战争网游《成

吉思汗》 已于7月17日18时准时公

测。

这次豪放公测开放了全新大型

玩法：屠城战和世界杯。王城固然坚

固，但兵法却更胜一筹，在游戏中，地

道战、夺关战、奇袭战、甚至防守方快

速调动、进攻方声东击西的精彩玩法

都将一一上演，可给我们带来最淋漓

尽致、天昏地暗的厮杀享受！

为庆祝本次公测， 麒麟游戏举

办大量的线上、线下大奖，包括：“三

重惊喜大礼包 豪放奉送庆公测”；

“免费大礼送你去参加China�Joy每

日神石赢取免费上海豪华游 ”；“庆

成吉思汗公测 充值就送时装” 充值

十元就可获高攻时装；“电话密保免

费开通” 防盗措施大升级；“庆公测

双倍经验助升级” 开放总计42个小

时的双倍经验。

□经济信息

现在， 国美电器五周年感恩回

馈活动， 各项让利活动现已进入第

二波高峰期。 大型买赠活动依旧在

上演；会员同庆，国美献礼以及节能

空调的火爆销售将带给您持续不断

的惊喜！

买500元送555元的大型送赠活动

为感谢广大顾客对国美的信赖

和支持，特此在五周年庆典期间，国

美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大了送赠力

度，推出一系列带“5”的让利活动。

在活动期间，顾客凡购买满500

元就可以享受到555元的特惠赠品，

其中包括295元一套的超值精致刀

具，255元的漂流券一张， 让您和您

的家人清凉整个盛夏天，以及价值5

元一个的特大购物环保袋。 实惠的

价格，丰富的赠品，到目前为止，此

项送赠活动现已有3000多人参加。

会员同庆 国美献礼

凡是持普卡的国美会员， 购物

即加送价值66元的石燕湖漂流套票

抵用券二张。 另外国美会员持金卡

购物时，即加送价值255元的石燕湖

漂流套票抵用券二张。 赶快行动带

领您的家人一同凉爽起来吧！

与此同时， 为了在五周年庆典

期间，答谢广大的国美会员顾客，凡

是当日累计购物满8000元， 可捐赠

8000积分，外加捐1元爱心款，就送

32寸液晶电视机一台。 顾客的爱心

暖流都将汇往长沙市第三福利院，

捐 赠 电 话

0731-85585069。

节能、 变频空调 全面

飘红，独占鳌头

据悉， 上周末至

今， 国美电器各家电

品类的大赢家当数空调。节能空调

的销售额已占到国美空调总销售

额的60%左右，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200%。上周末，国美节能空调销

售一度出现井喷场面， 小1P、1.5P

分体的合资空调成为消费者蜂拥

抢购的对象， 其中国产品牌春兰、

格力、志高等集体出现大幅度价格

跳水，春兰2P柜机售价才3280元，

一度引发哄抢的场面 ，7月18日 ，

五周年庆典活动开幕的当天，创下

共售出3000套空调的新记录。

国美五周年庆 买500送555让利活动激起第二波高峰

盛夏腹泻频发 儿童须把好“病从口入”关

《成吉思汗》豪放公测 内容丰富大曝光

郭汉林化名李权峰，今年50岁，

大专文化的他是湘潭双马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 因涉嫌合同诈骗

罪于2008年4月15日被省公安厅直

属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0日被

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因案情重

大复杂，三次依法延长起诉期，23日

上午8：00， 该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

公诉人指控郭汉林涉嫌合同诈

骗3140万元。2002年2月，省煤矿安

全生产监督局为开发“融成小区”项

目成立了湖南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程干平（另案处理）为总经理，

预计分三期开发。 郭汉林了解了小

区情况后，2003年12月通过招投标

承建了小区的一期工程。

在承建工程项目的过程中，由

于资金投入的不断加大， 郭汉林开

始在湘潭市向社会上的个人和公司

借高利贷，并按月支付高额利息。

2004年9月，由于安华后期资金

有3000多万元的缺口，26日经双方

协商签订了《“融成小区”合作开发

协议书》约定：一期在一定投入下由

双马公司进行总额包干，二、三期项

目由双马公司自行投资开发和建

设。2005年7月又签订了补充协议，

约定“安华同意以‘融成小区’二、三

期项目的土地作抵押， 为双马向某

银行华兴支行申请3000万资金贷

款”，两年内按息还钱，双马将继续

获得融成的自行建设权。

2007年5月，郭经人引荐与湘西

某公司达成“融成”二期共同开发意

向。按照合同约定，湘西公司注入现

金3640万元到双马公司， 这笔钱应

先用于偿还一期银行贷款， 以取出

国土使用权证。

可由于高利贷的逼近， 郭并没

有还钱给银行， 而是瞒着湘西公司

把这笔钱先还给了高利贷。 为了不

失去“融成”二、三期的开发权，经程

干平和陈勇兵（原某银行华兴支行

行长）介绍，2007年5月，他又与上海

某公司签订7000万人民币的整体受

让融成二、三期工程。

知道真相的湘西公司要求郭汉

林偿还投入的3140万（此前归还过

500万元）时，郭不见踪影，举家前往

海南。2008年3月， 湘西公司向公安

机关报案而导致案发。

从拥有1.8亿到欠6000万，湘潭老板掉进自己挖的“贪婪泥潭”

借高利贷修楼压垮亿万富翁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毛钦 曹汨 刘芳

【案发】

本报7月23日讯 帮助女学生王倩

倩（化名）“顺利通过”期末考试后，班

主任刘金宝将其骗到宾馆施行不轨。

日前刘金宝被常宁警方以涉嫌强奸予

以刑事拘留。

7月4日，常宁市八中举行期末考

试。“为了防止班主任对本班学生实施

照顾，学校特意进行交叉监考。”该校

一负责人告诉记者。担任初94班班主

任的刘金宝被派到隔壁班监考， 女生

王倩倩引起了他的注意。考试过程中，

刘金宝特意在王身边逗留， 仔细查看

王的试卷，并悄悄向王透露试卷答案。

考试成绩公布之后， 刘金宝借口带学

生去上网， 他让本班一女生将王倩倩

约出，然后借故支走那名女生。他对王

倩倩说：“天气太热了， 我们去找个有

空调的地方坐坐。”随后将王倩倩带到

一家私人小旅社。

进了房间后， 色相毕露的刘金宝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抱住王倩倩。

娇小的王倩倩无法挣脱， 只好任其摆

布。 她怎么也不敢想象为人师表的老

师竟是个色狼。

7月18日晚， 刘金宝又通过他人

将王倩倩约出， 将其带到已开好的房

间里。 凌晨， 疲惫不堪的王倩倩回家

后，母亲看出破绽。在母亲的逼问下，

王倩倩向母亲说出了原委。

气愤不已的王母赶紧到派出所报

警。警方当天将刘金宝擒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还属于零口供状

态， 警方已在王倩倩的裙子和袜子上

提取分泌物，准备到省公安厅做DNA

鉴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记者 李凌 实习记者 刘婷 尹雁峰

造成6000万资金漏洞成被告

泥瓦匠出身的董事长还想“回家养老”

近亿高利贷压身

他说“诚信很重要”

□庭审焦点

【悔恨】

期末考试主动“照顾”

成绩公布后骗到宾馆行不轨

男教师涉嫌

强奸女生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