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7日讯 昨日，
长沙县公安局对外通报，该
局历时近3个月，辗转20多个
省市， 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网
络制贩枪支案， 抓获涉案人
员23人， 收缴成品枪支5把、
子弹600余发，缴获枪支配件
5642个，扣押枪管机床设备3
台，捣毁制枪窝点4个。

今年5月，长沙县公安局
接市民举报： 松雅湖国家湿
地公园经常有人打鸟， 严重
地破坏了湿地公园的生态环
境。接到报警后，民警通过多
次侦查走访和研判分析，一
名涉嫌打鸟的违法人员文某
进入警方视野。

5月30日，民警在文某家
中将其抓获， 在其家中搜出
一把气枪。“这种枪如果打中
人的要害部位可能致死。”民
警说。经查，文某家中的气枪
系朋友杨某某所有， 民警迅
速将杨某某抓获。 杨某某供
述其枪支配件都是通过一个
微信群，向微信好友购买的。
长沙县公安局辗转20多个省
市，查明了该团伙制造、贩卖
气枪及配件的网络和几家代
工厂。在掌握了该团伙大量违
法犯罪事实和证据后，100余
名精干警力组成了11个抓捕
小组，奔赴重庆、衡阳、常德、
株洲等多地同步展开收网行
动， 一举抓获涉案人员21名。
目前， 犯罪嫌疑人陈某刚等7
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
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警方提醒， 切勿抱侥幸
心理制造、购买枪支，如发现
类似违法行为请及时举报。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文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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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下
午2点15分，长沙市开福区荷园
小区6栋4楼一居民家阳台突发
大火，短时间内，火苗从4楼蹿
上5楼。 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无
人员伤亡， 起火原因还在进一
步调查中。

一名小区居民介绍，2点30
分左右，他正在院子里散步，忽
然闻到一股很浓的气味， 循着
味道走到6栋住户的楼下，发现
4楼阳台起了大火，火苗迅速蹿
上5楼，“烧焦味道很难闻，屋内
还冒出很浓的黑烟”。 随后，其
他居民也发现异样， 一名10楼
的住户说， 高层楼道内也能闻
到味道。接到居民反映，物业方
迅速组织安保人员使用室外消
火栓进行扑救，10分钟后明火
被扑灭， 随后消防官兵赶到现
场，一起参与后续灭火工作。

“都出去上班了，没有人在
家，接到物业电话才知道家里起
火了。”业主柳女士介绍，不到3
点，赶到家门口时正赶上消防官
兵和物业正准备破门察看情况，

打开门发现起火部位为阳台。记
者赶到现场发现，住户阳台面积
约3平方米， 过火面积约2平方
米。 因大火将排水管道烧融，房
顶处一直有水往下漏，并漫到厨
房，积水有3厘米深。柳女士介
绍，热水器、晾着的衣服、洗衣机
均被烧掉。楼上、楼下住户反映，
阳台处玻璃也被烧裂。

物业负责人介绍， 他们发
现火情后立即行动并告知6栋
住户停止用电及天然气。 火灾
未导致人员伤亡， 起火原因目
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见习记者 石芳宇
视频记者 何佳洁 顾荣
实习生 邓瀚宇 朱乐业

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长
沙市公安局食药环支队召开新
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通报称，长
沙市公安局食药环支队联合岳
麓公安分局、雨花公安分局、开福
公安分局、天心公安分局成功破
获“4·18”特大生产销售假酒案。

今年4月，长沙市公安局食
药环支队通过线索发现， 在长
沙市部分酒类销售门店存在大
量销售假冒“茅台”等名牌高档
白酒的行为 。9月 18日凌晨 ，
100多名警力在全市范围内多
个地点同时开展收网行动，成

功捣毁隐藏在城乡接合部的假
酒生产窝点20处， 查处假酒销
售门店10余家， 抓获犯罪嫌疑
人9名，现场扣押假冒名酒成品
一万余瓶， 涉案金额7000万元
以上。据介绍，该团伙从2016年
开始，就从事低档酒兑制高档酒
的勾当。以“茅台”酒为例，兑制
及包装成本价在200元一瓶，其
以600元一瓶的价格出售给烟
酒店，烟酒店再按照正常销售价
格出售。食药环支队提醒，尽量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烟酒食品。

■记者 杨洁规

刘女士告诉记者，9月11日
她到长沙禾丽医美贷款进行隆
鼻手术，手术前，长沙禾丽医美
特意为其进行了怀孕检查，结
果显示：未怀孕。当天下午1点
50分，刘女士被推进了手术室，
下午4点30分完成手术。

可手术几天后， 刘女士发
现身体有所不适 。“呕吐 、胸
闷。”直到9月26日，放心不下的
刘女士去了衡阳中医院做了检
查， 结果显示自己的怀孕天数
为45—50天。也就是说，9月11
日做整形手术当天， 其实自己
早已怀孕。

这样的结果， 对刘女士来

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刘女士告
诉记者，自己今年26岁，正在着
手二胎的准备， 近两年来却一
直没有怀上。“这一次好不容易
怀上了， 禾丽医美却没有检测
出来。”刘女士称，自己咨询了
医生， 因整形手术期间使用过
麻药和消炎药， 会对胎儿产生
不利影响，“建议我打掉。”

刘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之
所以选择来长沙做整形手术，
是老家当地一家祛痘公司推荐
的。“实际上就是以拉人头的方
式发展顾客。”9月27日上午，刘
女士一家来到了长沙禾丽医美
讨要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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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整形手术后，才发现已有身孕
胎儿可能需打掉，消费者向长沙禾丽医美讨说法 医院称曾建议顾客延迟手术

记者调查发现，在2017年8月的一篇新闻报道中，长沙禾丽医
美声称为了避免医美贷款带来的隐患和纠纷， 决定全面撤销分期
贷款整形业务。文中该医美公司总经理杨海轩称，医美贷款占禾丽
医美每月30%的营业额，在停止医美贷款后，每个月损失不少。但会
坚持做对的事情，做良心企业。

为何贷款整形业务会“卷土重来”？27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上
了杨海轩。其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相关部门对小额贷款进行了
整顿，“现在这个行业越来越正规了。”杨海轩告诉记者，自从撤销
贷款整形业务后，公司业绩下滑不少。迫于营销方面的压力，今年3
月份开始，长沙禾丽医美陆续恢复了医美贷款业务。

做完整形手术，却发现自
己早已怀孕。近日，记者接到
衡阳市民刘女士反映：她在长
沙禾丽医美孕检显示未怀孕
的情况下，在该院做了隆鼻手

术。但手术后不久，刘女士却出现了呕吐、胸闷等不适症状。在
医院检查后她才发现，其实自己怀孕已接近50天。也就是说，接
受整形手术的时候，刘女士就已怀孕。

“手术时使用了麻药、消炎输液都会对胎儿有影响。”刘女
士称，现在医生建议她不要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
题？”刘女士称，现在只想要整形医院就检测失误给一个说法。

■记者 张浩

长沙禾丽医美工作人员表
示， 在刘女士实施整形手术之
前，的确为其做了常规的尿检，
HCG值显示为阴性，“当时检
测结果并未怀孕。”

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
题？ 该医美机构一名负责人表
示，怀孕一个月之内，通过尿检
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能查出
来。该负责人称，手术当天发现
刘女士有月经推迟6天的异常，
“当时就建议其等一段时间再
做手术，但她自己不同意。”

在工作人员提供给记者的

一份协议中， 有长沙禾丽医美
整形医生手写的一段话： 顾客
刘女士月经推迟， 已告知结果
不一定完全准确， 若后期检查
出怀孕，后果自行负担。

对于医院的说法， 刘女士
表示不能接受。她说，自己之所
以签这份协议，是因为当时医院
的检测已经排除了怀孕的可能。
刘女士认为，目前医院首先要解
决的就是为检测失误给个说法。

目前， 记者已将问题反映
到雨花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
法局，本报也将会继续关注。

顾客投诉 整容后发现已怀孕

医院回应 曾建议延迟整形手术

链接 曾放言“撤销贷款整形业务”

居民楼突发火灾，火苗连舔两层楼

你喝的“茅台”可能是长沙生产的
团伙制售假冒名酒涉案金额70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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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上午，11对特殊的“新人”在长沙市金麓国际大酒店补办了他们迟到了数十
年的婚礼，他们中大多数为残障人士，有很多是共同生活了多年的“老夫老妻”，却因客观
条件的限制而未能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湖南首对“中国好人”夫妻，谢芳（妻子）和谢海华
（丈夫）也参加了这次结婚典礼。此次活动是湖南省举办的第四届残障人士集体婚礼，由长
沙市残疾人联合会、长沙市文明办等单位共同主办，旨在让更多人关爱残障群体。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薛国清 摄影报道

迟到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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