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宣传福彩事业在我国改革开
放进程中的巨大成效，充分展示
当代福彩人的风采，助推全省福
彩事业高质量发展，湖南福彩决
定在全省开展寻找“最美福彩
人”主题宣传活动。

从全省所有福彩销售、管理
从业人员中，推选出“最美创新
开拓者”： 具有较强的创新精
神，能大胆探索，开拓创新，通
过科学的方式方法， 有效开创
工作新局面。“最美敬业奉献
者”：热爱本职岗位，有较强的
事业心和责任心， 具备良好的
职业道德，坚持辛勤工作，无私
奉献， 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最美文化传播
者”：对彩票有着正确、客观的
认识，积极倡导理性购彩、快乐
购彩、积德行善的购彩理念，积
极对外宣扬“公益、慈善、健康、
快乐、创新”福彩文化。“最美诚
信经营者”：在彩票销售中遵纪
守法，诚信经营，讲信用，守承
诺， 无欺诈， 自觉维护彩民利
益，维护行业形象，具有良好的

口碑。“最美热心公益者”： 坚持
福彩公益宗旨，恪守福彩公益理
念，乐于助人，热心各类慈善公
益事业，能够通过自己并带动身
边爱心人士去帮助他人。

本次活动采取推荐—走
访—确定的模式，首先由市州福
彩中心分类各推荐2至3名代表

人物，然后活动组寻访团深入全
省寻访。最后根据上报材料和寻
访结果，提出建议名单、完成网
络投票，通过专家评议小组打分
与网络投票加权分数相加，决出
每类别得分排名前两位为10位
“最美福彩人”。 ■向福才

经济信息

湖南福彩寻找最美福彩人

全国吸毒人数240余万，首次出现下降
最高人民检察院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数据统计，2018年至2019

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案件139084人，占全部刑事案件逮
捕数的9.45%， 同比下降9.69%； 起诉毒品犯罪案件164494人， 同比下降
9.63%。一周前，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指
出，现有吸毒人数240余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8%，首次出现下降。

本报6月25日讯 40岁
的怀化籍男子龙涛（化名）为
还赌债，就在网上联系到“带
货”的差事，并在上家1.2万元
报酬的诱惑和指令下， 在缅
甸吞食了63颗装有毒品的
“香肠”，乘坐飞机回到广州，
再转乘高铁前往长沙南站，6
月8日被长铁警方抓获 。

龙涛承认自己吞食了
毒品。然而，当民警刚刚将
其 带 到 长 沙 市 第 八 医 院
时，龙涛却突然昏迷不醒 ，
只得转往湖南省人民医院

抢救 。经X光检查 ，发现龙
涛体内有大量可疑固体柱
状物品， 体内毒品有可能
已经破裂。

经抢救并通过近8天的
“排毒”， 龙涛先后10多次从
体内排出61颗用透明胶包裹
缠绕的“香肠”。经技术鉴定，
这些“香肠”包裹的系毒品海
洛因，净重294.54克。

目前，龙涛因涉嫌运输毒
品已被刑事拘留。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朱红梅 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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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25
日获悉，2018年以来， 长沙海关
共立案侦办涉嫌走私毒品案件9
起， 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12人，
查获海洛因500克、大麻30克、冰
毒22.773千克。2019年 1月 30
日， 长沙邮局海关在长沙国际
邮件监管中心截获国际邮包一
个。该邮包从美国寄往长沙市，
申报为“衣物”。经查验，发现邮
包内藏有抱枕一个，内藏有4袋
药丸状物，毛重49克。经检测显
示呈摇头丸阳性， 净重43.19
克。目前缉私部门已立案侦查，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卜岚通讯员 马刚

5千克“冰毒”藏身汽车副驾驶靠背
长沙中院发布十大毒品犯罪案例：电动车脚踏板也用来藏毒

美国寄来的“衣物”
竟藏有4袋摇头丸贪图1.2万元报酬

他吞服63颗“毒香肠”

6月25日，长沙中院对王团结
等14人贩卖、运输、持有毒品案进
行了一审宣判，他们因犯贩卖、运
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
处死刑至一年十个月不等的刑
罚。14人中有3人被判死刑、1人
被判死缓。

2017年10月，王海欧找王团
结、王松艳等湖南新邵县老乡，共
谋去广东省揭阳市买“冰毒”赚快
钱， 利润平分。 王团结与上线联
系，以6.3万元/千克的价格，先后
购得12千克“冰毒”，通过从事大
巴车运营的王海欧把毒品运回邵
阳。王海欧以5500元的价格将100
克“冰毒”卖给了胡能高，以10.5万
元的价格将1千克“冰毒”卖给了
吕晶荣。

吕晶荣向姜意成提出可以买
到大宗“冰毒”，王团结以6万元/

千克的价格进货，再以10.5万元/
千克的价格出售给姜意成。10月
26日凌晨， 何纯应驾车将7千克
“冰毒”运到了邵阳市，姜意成将
约62万元毒资交给吕晶荣， 拿到
了这批货。

傍晚，姜意成将5千克“冰毒”
藏于颜国强汽车副驾驶靠背里，
还将2千克交给肖炜运送。

向姜意成贩卖7千克冰毒后，
王团结、吕晶荣再次商议购买“冰
毒”后贩卖。公安民警通过毒贩供
述，抓获了戴尧仁、谢志德、唐光雄
等多人， 从他们身上查获了冰毒、
麻古，以及用于毒品掺假的“底粉”。

法院认为，王团结等8人的行
为已构成了贩卖、运输毒品罪，谢
军民的行为构成了贩卖毒品罪，
胡能高等5人的行为构成了非法
持有毒品罪，遂作出了如上宣判。

为了隐蔽运送毒品，毒贩们绞尽脑汁，有把毒品当成包裹存
放酒店前台的，有把毒品藏于轿车车门夹缝的，甚至还有置于电
动车脚踏板处的……但终是难逃法网恢恢。6月25日，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打击毒品犯罪情况通报会上发布了10大典型案
例，多人被判处死刑。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昭菲

受审14人中，3人死刑1人死缓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打击毒品犯罪情况通报会
上获悉， 从2018年6月25日至
2019年6月24日， 长沙市两级法
院共审结各类毒品犯罪刑事案件
1109件，判处1635人。值得一提
的是，2018年，长沙市中院对100
名毒品犯罪被告人判处七年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 无期徒刑以上53
人， 依法对一批罪大恶极的毒品
犯罪分子判处或依法执行死刑。

据介绍， 长沙市毒品犯罪案
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毒品案件总
数持续攀升。二是涉案毒品种类不

断翻新。三是涉案毒品数量明显增
加。四是再犯累犯占比逐渐提高。
五是毒品犯罪手段日益复杂。六
是毒品危害范围逐步扩大。

针对毒品犯罪案件呈现的
新特点、新情况，长沙中院将抓
牢打击重点， 全面提升惩治力
度，坚持重点打击源头，着力惩
治走私、 制造和大宗贩卖的毒
品犯罪； 重点打击毒品犯罪集
团、 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和主
犯，毒枭、惯犯和职业毒贩；注
重打财断血， 充分发挥财产刑
的打击效果，降低再犯可能。

2013年4月21日， 卢俊宏从
陈茂坤处购买了5千克“冰毒”。陈
茂坤来到长沙并入住华尚大酒
店，将装有“冰毒”的纸箱寄存在酒
店服务台。就在两人进行毒品交易
时， 被早已布控的公安民警抓获。
在纸箱中， 民警查获了“冰毒”约
4.98千克， 还从卢俊宏驾驶的轿车

上、租住的公寓内查获毒品若干。
长沙中院依法对嫌疑人分

别以贩卖、 运输毒品罪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和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本院于2018年8月3日对陈
茂坤、卢俊宏执行死刑。

把毒品包裹寄存在酒店服务台

长沙一年来审结毒品案1109件，判处16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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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x照片发现男子体内有异常。 记者 杨洁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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