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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14 日， 汨罗市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杨正阳等 20 人电
信诈骗犯罪集团案。

公诉机关指控，2019 年 2 月至 12 月
期间， 被告人杨正阳、 叶祥吉及加某辉
（在逃）共同出资，召集被告人刘威、马仁
青等人出境至柬埔寨金边市， 在某大厦
建立诈骗窝点，组成诈骗团伙。 该团伙利
用加某洋 、计某 （均在逃）代理的虚假股
票投资平台，对境内群众实施电信诈骗，
涉案金额共计 1000 万余元。

据悉，该案涉及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多项罪名。

直播间里伪装股票大师
该诈骗团伙给每个成员配发 3 至 4

台工作手机 ，通过打电话或利用 “打粉 ”
公司提供的信息， 强制推送诈骗人员微
信号至被害人微信号上。 待微信添加成
功后， 诈骗人员使用多个微信号以不同
身份和被害人微信聊天， 获取被害人信
任，引导被害人进入直播间。

之后， 虚假投资平台安排专门人员
给被害人讲课洗脑，“包装股票”，宣传平
台可以将炒股资金 10 倍杠杆配资，使被
害人相信能通过虚假股票投资平台赚
钱。 当被害人在虚假投资平台注册开户、
转入资金、购买股票后 ，使用强制平仓 、
关平台等方法骗取被害人资金。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 有多名被害人
受骗，涉案金额近 3000 万元。

谎称可以“清洗”不良记录
公诉机关还指控，2020 年 3 月初，被

告人杨正阳、云鑫、叶祥吉经事先商量策
划成立所谓的 “米诺公司 ”，在无实际操
作可能的情况下， 向被害人宣传所谓的
“714 反高炮”“大数据清洗”业务，谎称可
以将大数据平台有不良记录或者有网贷
逾期记录的 ，通过大数据清洗 、覆盖 、消
除，涉案金额达 3400 元。

2020 年 1 月 2 日， 被告人闫玉枝在
明知是犯罪所得的情况下， 提供银行账
户给被告人杨正阳从境外转入 80 万元。
2020 年 5 月间，被告人叶祥吉、马荣华共

同出资成立“打粉 ”公司，通过非法途径
购买 1 万个电话号码， 并将部分电话号
码转卖其他人。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正阳、叶祥
吉、刘威等人以非法占用为目的，利用通
信网络技术手段骗取他人财物， 应当以
诈骗罪追究上述 20 名被告人的刑事责
任。 被告人闫玉枝明知是犯罪所得转移，
应当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被告人叶祥吉、马荣华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 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追究 2 人的刑事责任。

庭审过程中， 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
意见， 各被告人及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
利得到充分保障。 因该案涉案人员众多，
案情重大复杂，法院将择期宣判。

望城法院召开教育整顿
查纠整改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晶晶）4 月 12 日，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召开教育整顿查
纠整改工作推进会，总结学习教育环节总
体情况和经验成效，安排部署查纠整改环
节重点工作，推进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会
议由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刘昌济主持，区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督导组组长易翔参加。

会上 ，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周赞对上
阶段学习教育环节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
传达了相关会议精神。 党组书记、院长龙
兴盛指出，查纠整改环节是教育整顿动真
碰硬、触及要害、见到实效的关键环节，中
心任务是查处存在问题、 清除害群之马、
整治顽瘴痼疾。 龙兴盛表示，全院要充分
认识查纠整改环节工作的重要性，做好组
织召开五个会议； 广泛开展 “五必谈”活
动；个人自查做到“6+N”等多项工作。

易翔提出，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
确任务 ，强化举措 。 要动真碰硬 ，发挥自
查 、组织查处 ，全面覆盖 。 通过民主生活
会、组织生活会请大家打开心结。 此外，一
方面既要做好教育整顿工作，另外一方面
也要确保法院业务工作高效开展。

30分钟跨国远程调解
离婚案

本报讯 （通讯员 许振兴 ）近日 ，长沙
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法官谷海涯利用远程
开庭，仅用半个小时便调解了一起离婚案
件。

5 年前， 当事人王某和李某在岳麓区
登记结婚，现居英国。 婚后不久，两人的感
情产生了裂痕。 为此，王某曾向李某户籍
地法院申请离婚， 却未被法院判决允许。
此后，两人的感情并无和好迹象。 此时，两
人却因疫情不便回国办理离婚手续，只得
再次选择向法院申请离婚。

为照顾两人时间，谷海涯特意选在下
班后的晚上，即英国时间的上午，利用“移
动微法院”远程开庭。

在法庭上，谷海涯再三确认 ，才判定
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约 30 分钟，谷海
涯就指导二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并签字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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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跨境电信诈骗犯罪集团案汨罗开审
在柬埔寨设立虚假股票投资平台实施诈骗

安化法院守护“少年的你”
“同学们， 你们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

吗？ ”“我知道，就是年纪大的欺负年纪小
的，个子高的欺负个子矮的。 ”4 月 16 日，
安化县人民法院法官走进安化奎溪镇完
小进行普法。 面对法官的问题，同学们回
答踊跃，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为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走深
走实，减少校园欺凌事件 ，切实提高学生
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 当天上
午 ，在该院党组书记 、院长李杨亚的带领
下 ，一行人来到奎溪完小 ，为同学们带去
了篮球、文具等体育学习用品。 法官精心
讲授了题为《反校园欺凌，建平安校园》的
法治课。

通讯员 蒋韶 胡萍

■图片新闻

■典型案例

案例一：
老旧小区“占道”加装电梯，法院判决支持
基本案情：

路某系东塘某小区的业主， 受该小
区相关住户的委托， 向长沙市雨花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以下简称雨花区住建
局）提出了加装电梯的申请。

2019 年 4 月 9 日， 雨花区住建局受
理申请。在审批过程中，长沙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雨花区分局认为该加装电梯项
目压占城市规划支路， 作出了不予批准
的审查意见。

路某遂起诉到法院， 请求撤销该审
批意见； 判令雨花区自规局依法履行同
意核准备案的法定职责；一并审查《长沙
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管理规定 》第
12 条第二款的合法性。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因涉案房屋
位于城市规划支路范围内， 明显不符合
控制性详细规划， 故路某提出的增设电
梯申请不符合规划要求， 雨花区住建局
根据区规划、质监、消防等部门作出的审
批意见，作出不予核准实施的审批意见，
并无不当。 判决驳回路某的全部诉讼请
求。

路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按一般理解，“不
得侵占城市道路 ”中的“城市道路”应是
已建道路， 雨花区自规局主张包括规划
建设但未建设的道路，没有依据。

故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
对雨花区住建局的起诉；三、撤销雨花区
自规局作出的对涉案增设电梯申请不予
批准的行为；四、雨花区自规局在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对涉案增设电梯申
请按现行规定重新处理。

案例二：
烟花经销商称公安局“钓鱼执法”
基本案情：

曾某荣是烟花爆竹经销商。 A 市某
乡的金某军联系曾某荣购买烟花爆竹 ，
2019 年 6 月 23 日，曾某荣驾驶货车运送
446 件烟花爆竹至 A 市。 二人商议由金
某军独自驾驶曾某荣的送货车前往仓库
卸货， 金某军将送货车驶至 A 市某乡弃
车离开。

当日 19 时许，A 市公安局民警按熟
人电话举报告知的车牌号和指引路线追
踪找到曾某荣的送货车，并将该车扣押。
曾某荣见金某军送货未返又无法联系 ，
于当日 22 时报警被骗。

次日下午， 曾某荣接某乡派出所电
话通知前往 A 市公安局， 被该局以非法

运输烟花爆竹为由立案 （《立案登记表》
无举报人信息），并在询问、告知权利后，
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行政拘
留七日，决定书附《收缴物品清单》1 份。

曾某荣不服， 向 A 市公安局申请行
政复议，A 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书》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 曾某荣遂以 A
市公安局涉嫌“钓鱼执法 ”为由 ，提起诉
讼。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实质争议在于
行政处罚行为是否正当。 按照实质公平
正义标准，遵循执法过程正当性、处罚适
用平等性原则， 通过对本案行政处罚的
正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A 市公安局所作
行政处罚决定存在以下 “明显不当”：其
一、未全面调查核实违法事实。 A 市公安
局未对同案违法行为人金某军进行必要
的调查。 其二、执法过程正当性不足。 举
报线索来源不明， 且对法院隐瞒举报人
基本信息。 其三、有悖平等原则。 曾某荣
与金某军共同实施了非法买卖、 运输烟
花爆竹的行为 ，A 市公安局仅对曾某荣
给予处罚， 对曾某荣的刑事报案未予立
案，足以让曾某荣产生不公的感受。

综上 ，A 市公安局对曾某荣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明显不当，应依照《行政诉
讼法 》第 70 条第 （六 ）项的规定予以撤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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