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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3日讯 缴纳几百
元门槛费就有购券和发展下线资
格，号称控股三十多家实体企业，
办大型招商会、建宣传工作室，批
量发送虚假收益图、 银行交易截
图等，这个涉案33亿元的传销团
伙被提起公诉， 而两家为该团伙
提供网络技术支持的公司同样成
为被告， 两公司负责人也站到了
被告席。9月22日，岳阳县人民法
院依法对张士玲等45名被告人
及被告单位郑州好聚点科技有限
公司、 珠海市滨诚科技有限公司
特大网络传销案一审公开宣判。

上线空壳平台，虚假宣传

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1月
份，被告人张士玲、廖锦辉、刘天
丁商议合作组建一个网络传销平
台， 取名叫QL量化券商平台，制
造与美国某公司对接的假象。由
郑州好聚点科技有限公司设计、
开发QL平台。 为逃避资金监控，
掩饰资金来源和去向， 由珠海市
滨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平台的资
金收入支出项目与第三方支付平
台对接。

2017年2月23日，QL平台正
式上线运营。 张士玲等人以提供
虚假的外汇交易服务为名， 要求
参与人交纳140至630元门槛费
以获得购买外汇券和发展下线资
格， 以会员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
数量的多少计酬返利， 引诱他人
发展下线牟取利益。

为扩大传销平台的影响，张
士玲等人宣称自己控股三十多家
知名实体企业，举行大型招商会、
发布会，举办培训班，集团领导人
豪车游， 建立小型宣传工作室等
形式进行线下宣传推广； 通过帖
吧、 微信群等多种网络途径进行
微营销，开设在线课堂空中授课，
建立大量微信群并发送虚假的收
益图、进账图、银行交易截图等进

行线上宣传推广。

提供技术帮助也构成犯罪

经司法鉴定： 从2017年2月
23日至2019年1月3日，QL平台
共发展全国各地注册账号19万余
个，其中有效账号16万余个，平台
共计收入33亿余元。其中，收取会
员线上充值款6亿余元， 收取注册
金及线下购券款26亿余元；平台向
会员支付15亿余元，QL平台与会
员有关的收支差额为17亿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 张士玲等人
的上述行为， 扰乱了经济社会秩
序，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了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两被告单位明知他人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犯罪， 分别为犯罪提
供前后台程序开发、系统维护、云
服务器租赁等技术帮助与支付结
算等帮助，情节严重，构成了单位
犯罪，被告人冯越攀等4人作为两
被告单位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
员，均已触犯刑法，构成了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被告人顾亚
平等5人帮忙转移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犯罪所获资金， 其行为已触
犯刑法，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

岳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
告人张士玲等36人犯组织、 领导
传销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六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 并处
罚金； 两被告单位犯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 均被判处罚金六
十万元， 两单位相关责任人冯越
攀等4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 被判处二年六个月至一年
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另外5人犯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三
年至一年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对上述被告人及被告单位的全部
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莹 凌玉霞

本报9月23日讯 从路边停
车位挪出小车需要几个步骤？常德
一位驾驶员给出了错误示范的
“神”操作：往左急打方向盘，他的
灰色小车几乎横停在车道， 后方
来车避让不及撞了上来， 此时他
再次往右急打方向盘， 小车冲向
路边，“骑” 上了停在路边的另外
一台小车……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今天通报该事故， 常德交警认定
灰色小车负事故全部责任。

9月21日上午8时13分，在常
德城区洞庭大道与长庚路交叉路
口附近， 黄某正把灰色小车停在
路边泊车位上等人，当接到人后，
他往左打方向盘，想挪出停车位。

当黄某把车驶出停车泊位
时， 车身几乎打横占据了左侧的
行车道， 导致后方驶来的一辆红
色小车避让不及发生碰撞。 而这

辆灰色小车随即突然向右撞上路
边的一辆白色小车，车身“骑”在白
色小车上摇晃了几下， 险些侧翻。
事故造成三车受损， 所幸事发时，
白色小车上无人，而另两车上的司
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民警随后调取路面视频后发
现， 是灰色小车在驶出停车泊位
时转弯过大， 影响了后方红色小
车，受惊后又猛的向右回方向，结
果又与停在路边的白色小车相
撞，酿成三车相撞的事故。

经现场勘查和视频取证，最
终民警认定灰色小车驾驶员黄某
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并依法
对其进出道路停车泊位妨碍其他
车辆或者行人正常通行的违法行
为处罚款50元的处罚。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封跃林
刘小满 姜沛 凌玉霞

涉案33亿！特大网络传销案45人获刑
提供网络技术支持的单位及其负责人一同获罪

挪出停车位过急被撞，又“骑”上路边小车
粗心驾驶员全责，所幸无人受伤

本报9月23日讯 新化县
盘依雪峰山东南麓，年平均气
温16.8℃，无霜期280余天。气
候条件优越，孕育出了新化黄
精，这不仅是一味对身体有益
的名贵中药，更是新化县治疗
“穷病” 的一剂良药。9月22
日，2020“决战决胜全面小
康·精准脱贫在三湘” 全国媒
体湖南行走进娄底新化，看一
株小黄精在新化脱贫攻坚战
役中如何立下大功劳。

新化是多花黄精的核心
产区， 被称为中国黄精之乡。
根据1989年第三次中药材资
源普查，新化野生黄精面积达
110万亩。2017年大熊山国家
森林公园采挖的一株野生黄
精重达60多公斤， 为新化县
野生黄精之最。

2009年， 新化人邹辉从
广东返乡创业，创办新化县颐
朴源黄精科技有限公司，致力
于发展林下仿野生黄精种植
与加工。面对土地流转困难和
村民对林下仿野生黄精种植
的不信任，他没有气馁，通过
反复走访， 用诚意打动了乡
亲。于是村民怀着试试看的心
态，接受了林下空地种植黄精
固定分红的模式。如今，公司
带动522名贫困人口参与到
黄精产业。

陈达是新化县田坪镇人，

之前一直喜欢种植中草药，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政府一
直在扶持，但是自己一直操作
不好，三年来这里折腾，那里
折腾， 基本没什么收入。”如
今，陈达成为颐朴源公司的一
名员工， 负责清洗和包装黄
精， 不仅每个月有3500元的
工资，还可以近距离学习到黄
精的种植技术。

从一个人回乡拿起锄头
创业，做到产品的种植、科研、
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
链，邹辉不仅带领贫困人口参
与到黄精产业，也让更多的年
轻人开始返乡创业。

近年来，新化通过推广和
深化黄精种植的“公司+基地
（合作社）+贫困户”利益联结
机制， 为脱贫攻坚事业注入
了强有力的新动能。 数据显
示， 通过入股分红、 产业奖
补、产业指导、直接帮扶、委
托帮扶等方式与2万多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建立了多元利
益联结机制， 户均净增收达
到1.5万元左右。2019年，新
化县黄精综合产值突破4.5
亿元。截至目前，全县黄精种
植面积达3.8万余亩， 从事黄
精产业的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和企业达到80余家、从
业人员超过10万人。

■记者 张浩

黄精变“黄金”
脱贫增收立大功
帮2万多贫困户净增收1.5万元

本报9月23日讯 用超强紫
外线灯搜寻更多肉眼不易察觉
的痕迹， 现场查验“头骨（教
具）”， 用显微镜观察“大体（尸
体） 切片”， 让这些证据“说话”
……这不是侦探大片， 这是法医
类职业技能竞赛的现场。 今日，
长沙市公安局联合市人社局、市
总工会、 团市委、 市妇联在刑侦
支队举办了第一届长沙市刑事
技术职业技能竞赛（扫报眉二维
码看法医现场比武）。

此次法医类比武分为理论知
识考试与操作技能考核， 比武为
期一天，来自全市10个县（市）区
的共30名选手参加了竞赛。 理论
知识考试内容包括法医损伤学、
临床学、物证学、人类学和公安机
关鉴定规则； 操作技能考核内容
包括法医病理切片诊断、 法医损
伤工具推断、 法医临床影像学诊
断、生物物证提取与检验、法医人
类学性别年龄推断5个方面。

“既考查我们的现场勘验能
力， 又考查了检验鉴定能力。”作
为仅有的3名参赛女选手之一，来
自芙蓉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杨冬
桂，在清一色的男选手中，特别打
眼。杨冬桂告诉记者，法医这份工
作除了神秘感， 也有很多不被理
解的地方。比如，有些人觉得法医
整天和尸体打交道，会有些忌讳。
“我碰到过一些父母，因为不了解
法医， 他们认为如果儿子找个女
朋友整天与尸体打交道， 太不可
思议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杨冬
桂也是哭笑不得。幸运的是，近些
年， 随着越来越多的影视剧聚焦
法医群体， 大家也对这份职业有
了更多了解和敬意。 经过一番比
拼， 杨冬桂最终获得了个人三等
奖。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龚艺

视频剪辑 何佳洁

30名法医现场比武
让证据“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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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在比武现场，参赛选手正在观察切片。 记者 杨洁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