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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曾雨田 美编 /�熊容容

容—容¤—¶ （•¤— —̆—容¤·—´”—̃ ˇ…˙—— —ł

—Œ—— ˝¤—¶—容·——Ł¡ —⁄¶§）11 —´18 ¨—，˚¡
‚——”——¿“¨«˚¡•¤—”—·——„⁄——˝˘‰ł˚—˘—

»Æ，˝¤容¤‰—̆ ——·——„⁄——̇ Ø¿—，，§̈ ˘̈ «̂ ——Æ

———·——„⁄——— —̊§、 •—，æ容£—ˇ “`ø， ”̈“`ø
容£”˜¿容Œ，•—，—·————˜˝»‡—，˚——，，¿˚—ˇ´
‰—¶，—·——„⁄——。 ‚——”—‡—Ø‡——容、—·——————
‡⁄„ø——»‡‡—̌ fl»Æ—Ø，¢‰，»—。

»Æ—Ø—‚‡—，——•¤、„«——、‚——§———‚，˚˙

¨，̂ æ•¤—”— —̃——“————， —，̊ ˙̆ —…——·——„⁄

——— »̃ø容—————。 ¨«̊ ¡‚—…¶•¤—”—“”——¥—·

—————‚———»—“，æ，`，̇ —•¤—”“3+1””，— —̃‚

容Œ̃ Œ——̇ —̈ «，¿·—容Œ， ‰ł—»，‰—Æ—————·—¯

• „̂⁄——，fĭ ‰，¨•容£— —̊§—‚容Œ‚—，fĭ ‰—，——。
»Æ—Ø—“˙—，—“¨«`，˝˘‰ł“¨—ˇ—•—容'”

—¤ˇ——·——，¨•容£•—，æ容£—ˇ“`ø，¨”“`ø容£”
¨¡—ˆ̊ ——§。 —“‡—•—̈ ˇ̊ ¶¿“—„—¤̌ ——·————

¶fl— —̃—·—————，˙—̊ ——Æ‚————，——，»，˝»‡—

˙¿— —̆———， 容£‡—‚——„—‹̊ ，̆ ¨«̀ ，—Ø—fl˚—

˚'。 —“‰—¶¢———ª—‚…—，…—¿———”—¶æ， ，̆œ——

—‚…——·——， ‰ł—»，‰…—·———，æ•‚————˚´——

， ，̆œ—·———‚…——·——̀ ，¶ ”̈ —̋—̂ æ—œ—‚…——·

——̀ ，¶ ，̈ »—…«̋ ‰̆ł，¥•¤—…— ‚̂ß————————

• ，̇——‚…——·——， ‡——ł¿“—„——„⁄‡—»œ————

———·———‚…——¤̌ ——·——， ¨«̀ ，̋ ‰̆ł—‚…——·

‰Æ—‰，»。 —“——̇ ¿—‚»———— ，̃ ˝ ‰̆ł…fl—…—·

——；·—̀ ，—ß·«容¤——，—“——̇ ¿·—— —̃·——„¥…Æ

—ø̊ 。̆
»Æ—Ø̇ ¿——， —“—¥”ˆ̆ ‰—，‰¤—Ł¿…˘———

，Ø” »̋—̋ •¿·„⁄——， ¶———̌ —„——“̇ ———” —̂—

，Ø，—¥”ˆ̊ fǐ ————ª̈ ，，ǽ —̊ —，…—·—̋ ¤容¤¿…

˘—， —̊—̀ ，¶ ，̈ ¨•容£—·——‚—̌ —„⁄——————̈ «

„œ•¤—”̇ —̀ —。 —“‡——fi——”ª…—̇ ¿¶—，Ø‰¤—Ł，
·—— „̌—•¶—·————，“， ”——¥—·——¶—，Ø`fi——

‰¤—Ł，— ‚̌ǽ —̊ —“—»—‚，«，Ø”— ¶̆ ，̈•—¿——·
——̀ ———‚———•—̌ —。

容—容¤—¶（˝¤—¶—容 ————），“´—˚—
———º„————Ł̀ ¢”—̃ —̌———̂ ‡——̊ ——Ø̇ ł

————̆ ‹̇ ł— —̃—·—，¿̊ —” ”̋—̃ ˇ̊ ¡——‚fi

„————¯»fl—›…ˆ•¢—„»•—‡—˜—“˙—，‰—
¨—， ————̊ ———…¶̈ ，̂ æ•¤—”‚ø——— …̌¶

ˇ—„—， …̃——«—æ， ‰Æ” —̌———•¤—”„⁄——

˚—… ，̊— ¶̆¤̀ ，《„———，“——„œ（”—̃ ）̌——
——̂ ‡——̊ ——Ø̇ ł————̆ ‹̇ ł‰¤—Ł—Æ„'，—

•¤•—，æ” 容̋£— —̌˜̊ —̊ '——…ß》。
《——…ß》—“̇ —，—“—Æ‚————，——，»，

——¿—̈ ˇ̊ ¶————̆ ‹̇ ł‰¤—Ł̊ ˙̈ «̂ ———»fl

‚˜‚—”˝—'·—¿“•¯—˜“˚——Ø——”，———…
•¤—”„⁄———º̆ ‹̇ ł‰¤—Ł— ‰̃Æ” —̌ª， ·———

—¤——»fl„œ… —̊—̊ —́—̄ ——，——»œ— ，̆ —‰，—

··— ，́—•¤•—，æ容£— ·̌º̊ '， ，“‰¤̀ ¢̋ ¶—˚

ˆ‡——————»fl— ¶̆ —̈—̌ ——Æ„'，—•¤—§‡ 。̄
˜¿̇ —， ———————”‡—̀ ¢̀ ，———”‡⁄

¨，—Ø‡⁄— ，̃—•¤•—，æ容£— ”̌—̃ —̌———̂ ‡

——˙ł————˘‹˙ł‰¤—Ł„⁄——`——…—¡—Ø，
，¢——¶¤——————̆ ‹̇ ł̄ ——⁄„œ… —̊—̊ —́，

»———̄ —̋ ¥，¶———̋ —、——‚—— —̃¤̂ æ——̊ ´

—‚…——º—“̊ ¶，œ̈ ¤—‚…—， ——̋ —，—•¤—›

—œ—‚…—— —̈‚…—— —̋—̀ ¢—‚、¿“̋ ¥。

”—¶，， ————•¤—”‰«˙¿»fl——¯———

˜—， —¯̀ ，—Æ——，—•¤•—，æ”˝容£—ˇ—˜̃ —

`，，fĭ ‰。 ——•¤— —̌—·—»—̆ »̆—̆ ‹˙ł‰¤

—Ł、— —̃ —̂—̊ —̊ —‡¡…—„——ı…—，——…———
，‰、• •̇¤…fl— 、̊——»ª、ˇ·̇ fi、˘›，——¨•‚
——，，‹»⁄̆ ‹̇ ł——»Æ—，̈ «， ¶̈¤、˚—‡¡•容
¨—————。 …—̇ ¿——̆ ‹̇ ł—————‚…—————，
—§‡—————»œ„———•¤̋ Œ—˘̋ ———˝¶—˚—，

¨«——，Ø、————„———，˝—— »̆fl‰———ˆæ—œ

…———»Æ， ¶̈¤— —̃————ø—Ø—‚…—。 ˝Œ—˘

——‰—̈ ———•—、„—̈ ¤——•—、˘———˘˘，œ˙—
，ª、—“̊ ¶，œ̈ ¤——•—— —̈‚…—————»œ— ，̆
——•¤—，——`—˚—‡¡„«˘‰—”—ø‰¡¿—•¢

—„。 ˙—̊ ——¥” —̂—̋ ——‚…—— —̃———，———‰
¨«̂ —— ‰̌———”，，—…̈ •̊ —̊ˆ̋ —„œ•¤́ —、
„œ… —̊ı—…” „̋œ… „̊———。 ——¶fl—ºˆ‡·—

»Æ¶—‰—， `“” ‰̌¤̀ ¢——̋ ———˚´——•—，—

， —̌º——‰—¶—‰—»œ— ，̆ —§‡——Ł̀ ¢„œ…˚

ˆæ——̊ —́—•———‰——Ø—fl” „̋œ…˚——̊ ´——

，ˆ̆ ‰—¤，˝ ‰̆ł——̋ ———•—¶——“»fl‰———。
—¢——̄ ———” —̋¡—，—¤——»ø·¡” 、̂ ——”ˇ

，—— ‚̊—、˝———̃ —̀ ，̇ ¿— —̃—̄ —̈ ，， ，̄”»
˚———̋ ———̄ —¶—，Ø‰¤—Ł。

容—容¤—¶（˝¤—¶—容 ‡´ˇ£）——`—ˇ—
˚—— —̌flˇ—，30 ——˜Œ—˜—ˇ`———˙fi˜‡”˝
—⁄˜‡，——“—»¶´˙‰”—˜——‰¤，˚——容，·，
…—，œ—œ̀ ，‚—”—，——”—¶—，—„«— 。̂

11 —´19 ¨—， `—ˇ—˚—¨，ˆæ•¤—”

˙¿— —̆·——̀ ，‚ˆ̆ —̄ ‡̄—• ”̀，—‚， ¶—容»

—·——¨，—⁄˜‡—˜，¿•—‰¤——，——Ł——，—

‡—。
2018 ˜Œ， ˙fi˜‡——„ª———‰˙—˚容，

—⁄̃ ‡——̇ fĩ ‡…—‡ł•¿̋ —，———‰¤̀ ，—»¶´

，§˙‰，¶—˙fi˜‡…—‡ł•¿—˜˝¤•—、，—„—、
¯ —̄—，œ—œ——̌ —， ˙fĩ ‡———‰—⁄̃ ‡—“̇ —

˘—，—‡—，§̇ ‰，—›——̇ ł——，fl»Æ、‰—————
˚ ·́，、 ——̈ »— —̊·———¨̌ —„—，¿̂ ¶̄—·，

——‰—，·„ß， ”—‰«—⁄̃ ‡̆ —，——`̀ —̌ —̊ —

¨，̂ æ•¤—”，—“̇ —̄ ‡̄—• ”̀，。 2019 ˜Œ，
•¤—”—›————”———•¤¯———容»‚——⁄

˜‡¶—，§˙‰——¶，‰ł——‚˜——， ¯¯‡—•`
”，。 ¯————œ—§”—，—⁄˜‡，·´˜——¯—

————，æ， ˙fi˜‡，—ˇ—•¤—”—Œ˙º˙¿—˘

—·——。
—·———‚…—̀ ¢—‚”—， ¿…́ —̇‰，«•‰

—容̊ ´̈ ，，“¶—̃ Œ̀ ———， ，“———§»fl‰—̂ ‹

¶—，`—ˇ—•¤—”¶—·，—Ø—fl—·——‚——fl̇ —̋ ø

—容̊ ´̈ ，…———‰ł————‰—，•·‚·„—̋ ¤，—‡—•¶

，§，—¡̀ ¿———‰—‚‰Æ̊ ´̀ ，。
11 —´ 19 ¨——ˇ，—，10 ——ˆß—·——

‚——fl‚ ‚̌—̌ —‡¡，ˆ——Œ̇ ¿— —̆·——。，“̈ •

容£—，̈ «， ，—•¤—fl，————·——̌ —‡¡———“

‡—¿——Ł—ˆ̀ ，—fl‰—̌ —，˚Ł—…，§„—̈ ”——，
‚——º—·•¤̇ ł——。 —›—œ—…8 ‚—¶——¡̊ 容

‰—— —̄———， ———‚，§̇ ‰，¿•—容»̇ ¿— ，̆—

‡—，• ”̀，— —̂—̌ ß‡—。
——容—·，̇ ¿— —̆·——„—‡———， ，“‰ł

—»，‰„—•¶，—•¤——，“， `—̌ —•¤—”—ß̇ º

`，˚—，fl——•¤，fl`——…、10 ˆß¨，·—·œ

容—、 ———›，fl—容¶—·，·，——¶fl‰ł——̀ ，…—

¶‰。

•¤— —̆—容¤·— ”́—̃ …̌ —̇— —ł—Œ——

˝¤—¶—容 `”，——Œ

，—— —̄———————— —̃，̆ —，¨，ˆ˙—›‡£
˜———̋ ł́ —— ¿̌·—‰‚———“，¢—¥”—¯̌ ¢。 ——
˝ł—Œ´—…——Æ„'„”´—容—‰—，˙º“ ，¢¿˝”
…———´—…—————…—˝ł—Œ——„”´———

˘•、———·—Ø…—”ˆ˘—，———Æ‚———˘•—˜
ˇœ`¿”˝—¯——¶¨， ，———‚—¶——˜¿˝»§

—‰—Œˇß•—。
————˘——'——，“—，‚ł`，—»—'，»•¤

•———¿—‡，—fi»œ，‰—¨—，‡⁄—‡˚———´·˙ł
¨，ˆæ•¤—”—˝————`，—»˘—˝ł—Œ´—…—，¢

—¥容»̆ ›— —̃—̊ —́‚…—。
假“刷单”真诈骗

—»·，̄ …̈ »— »̃œ»Æ， ——…—·————˜

—»̃ ‡—º—ł̃ ‡（`——‚·，——）ˇ—̊ ¶。 —ł̃ ‡容—

˚—̊ —̋ •— —̌——»‚——‹̇ fi—˜̌ —̃ ¿，`，—ß—»
˜‡” —̌—。 ——‚—，ø，‰— —̃‹̇ fǐ —̃ ¿，—˝̊ ˙

——̋ ł— •̌¢—ß，—ø‡˘̃ ————œ̆ ·¶—¶——Œ——

“¯—•—，¢—¥”，——…‚·，——‡£“¯—•—，¢—¥”
，¢—»，‰，‰，'̈ ¡¶—•‰—¯̈ ，——”—，————˘›
¶—•‰——·——¥，—»·，——̌ ——‚¶¤—，»§—“̈ º

·—¶—容—‰—，，—”—̇ —¶ —̌º¶—•‰— ，̃ø——`“

ˇ—。
—ł̃ ‡̌ ——»̃ ‡‡—̄ —，容¤‡Œ˚˙˘›— 容̂—

‰——˜40%。 ——¶—容¤‡Œ̈ ˆ̂ ——“————̊ ，̇¥

•¤•‚——— —̃»̃ ‡¶fl̀ ，— 。̃
·，”—， —»̃ ‡———ł̃ ‡— —̃‚—…ˇ ，́·—

˝ł— „̌”́ —̀ ，…‚‚—，¢— ”̄ ”̄˝̊ —»œ” ，̄—¢
，Æ̀ ，——¶ —̈ø———，” ，̄，¢‡—„，•¢—„̋ ı˜‡

‡—，“——…”—˜̌ ´̌ —， ¿“̊ …̀ ， “，¢—¥”˚´
——。

‰æ̃ Œ3 — —́—，˝ı̃ ‡—ˆ—»̃ ‡—Æ„'—˜

，¢—¯”¯—¨————¶¨—ø——•¢，…—¯ˇ¢。 ”—

¿—，˘·¶—¶——Œ——̄ £̃ ‡— —̋º̋ ı̃ ‡̈ ¡—ˆ̀ ，

`“̌ —。
˙—˘—， —»˜‡”˝˝ı˜‡———…——¯£˜‡

“¯—•—，¢—¥”。 4 — ，́˝ı̃ ‡»—‡ ，̆˘·¶—¶—

˘‰—¤•—¿———„—，˜—，¢·——¥̀ ，。 ·，̊ 容，¯£
˜‡——¶—̋ ı̃ ‡，œ—œ̀ ，—¯̈ ，，容ªˇ—̋ ı˜‡—“

—，̀ ，20 ˝——“。
———»˜‡—˜—‚˚—ˇ´，˝ı˜‡——“¯—•—

，¢—¥”—˜̈ ，—«¶—，—Ł—“̄ ¶̄—̄ —•—、¯—•—
˝¤——`¿，»„»———ª¶´—¨—¨————˝ˇ——˚容

…—，‰«— —̂————‚—˜̊ —»œ—¶——̀ ，，¢—¯”˝

——¶ —̈ø——， »—‚·‡—‡§—Ł— —̂fi”—¶“˘œ，
˝Œ̈ «¶ˇ̀ ，—º̄ £̃ ‡—˜̀ “̌ —。

二人诈骗罪成立
5 — ，́˝ı̃ ‡容»—¥»æ„Ø—‚。 ·，̈ —，—»

˜‡容»—¥»æ„Ø—‚。 —‰—‚”—，—»˝ı¶—̈ ，¨—

˚—„'̊ —̀ ，——…”— •̃‚——̊ ´̊ —，，¢¨«¶—̄ —

‡¥`，¯£˜‡。 ¯£˜‡¶—¶—¨，‡———`，`´‰—

˚Ø。
•¤—”¨ˇ，“，容»‚—¨，—»˜‡、˝ı˜‡——

•˙•¤—…——，“˜¿—˜，—Ø„„˚´˚—，—'˘›，ß
¨，，˘，—，˚—¶———·—，˘———，“——„„‡——'
˘›——。

容»‚—̈ ，—»̃ ‡、 ˝ı˜‡ˇ—„，˝‹•‚——，
˘———，容»‚—̈ ，—»̃ ‡——„，̋ ‹•‚————˘———

—“———ˆ，ˇ———•‚；容»‚—¨，˝ı˜‡——„，˝‹
•‚————˘—·，—“———ˆ，ˇ—·—•‚，—，—容¶—
˘—…ı̇ Æ·，•£。 容»‚—̈ ，—»̃ ‡、˝ı˜‡—‰—‚
”—，˜—̈ —̊ —„'̊ —̆ —•‚——̊ ´̊ —，ˇ——„——，
——•¤¶—˘—¶—¨，·—˙Æ·，•£。 容»‚—¨，—»

˜‡、˝ı˜‡———‚¨ˇ——¨ˇ•£，——•¤¿—¶—˘—
¶—̈ ，·—¿—·，——。 —‚•¢”—，容»‚—̈ ，—»̃ ‡、
˝ı̃ ‡——̈ «¶—̋ ，̄ —容»”，̈ ，，，¢¨¡—ˆ`，容»
”，̈ ，—˜̀ ‰́—，——•¤¶—̆ —¶—̈ ，—ˆ˙Ø·—˙Æ

·，•£。
————， •¤—”‚ø——容»‚—̈ ，—»˜‡、˝ı

˜‡•‚———˜˚´˚—、———˚、˙Ø‰———…—˘———
，“¶———»Æ— ，̃£”，‡—¶ ，̈——•¤———'˘›——
¯—·，容»‚—̈ ，—»̃ ‡——̆ —̋ ‰——3 ˜Œ，，¢·，
•£‰—̈ ，̂ æ容—4 ˝——“；¯—·，容»‚—¨，˝ı̃ ‡

——̆ —̋ ‰——2 ˜Œ，，¢·，•£‰—¨，ˆæ容—2 ˝—
—“。

全面提升执行质效 奋力推进“三湘风暴”
———˚¡‚——”——¿“̈ «̊ ¡•¤—”—·——„⁄——̋ ‰̆ł̊ —̆ —»Æ

拼多多店家“刷单”不成反被骗
•¤„——Æ——：˙—，———‰——¶‚ł•‚——•———¿—‡，—fi»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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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警准备赶赴现场执行。

•¤„——Æ——：—ß—ˆ̋ ł́ ——Ø…—‰»——— •̃‰̊ ‰“¯—•—，¢—¥”，容————˝̊ —̇»——̆ ——'

——，“。 ·—̊ —́————œ——— —̃—…—，—，‚ˆ̋ ¤„—‚ ‰̃ł，œ̆ •—˚̀ ¿”˝̋ Œ— •̆—，æ—¨̋ ——¶，
—·—Æ———Œ˘——˜¨，˘ł”˝̌ œ`¿，，»—，‚ˆ˝—˝…——，ø，‰—˜“，¢—¥”‰——¶‚ł•‚——•———
¿—‡，—fi»œ。

`—̋ —，·—…———————…———̊ 容，—»¶¤—“—Æ‚——fl—Ł，—“˝¤„———„—˙———˙'¶'”ˇ
•¤— ，̋æ”ˇ̋ ‹， ——̂ ———̈ º̆ ›———˜̌ ———， ‚ł——…”— ，̃ ，̆œ—ı—`̈ ，———，̈ «·ł—·——

»…。 ˝‹̊ 容，“，¢—¥”¨—容»„«—，»œ„—̈ ¡—⁄，Ø̊ —，¿—̃ —…˘̈ º，¥•¤•‚——̌ ———̈ ，¿—”˝

„«̂ æ‚—̈ ，———¯̌ —̋ ‡。 ¨—„ß̊ —̇§—œ，‰«——̌ ——§—œ¿…—§” ¿̋…„«，æ—容̊ 容— —̃———，
¶ł̇ —»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