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3日，一
名团伙成员正在
接受株洲市公安
局芦淞分局警方
调查。

通讯员 供图

“酒托诈骗”换马甲， 美女“接单”下圈套
与女网友一见面就被要求买高价化妆品，小心被“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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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原是“照骗”，临武“天空之镜”翻车
“天空之镜”仅在水上铺设了15平方米的镜子，当地滴水源景区因虚假宣传被罚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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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2日， 湖南临
武滴水源景区正式对游客开
放“天空之镜”项目。在该项
目正式开放前，景区微信公众
号曾发文称：“游客站在天空
之镜上如同悬空蓝天之上；走
在上面犹如漫步云端，悬空而
行。” 同时强调， 该项目是斥
巨资打造的、 国内首创的旅游
景点。

5月24日，有网友上传实地
拍摄视频大呼上当， 称所谓的
“天空之镜”不过是在水上铺设
了约15平方米的镜子， 由于景
点吸引了大量游客参观但清洁
工作却没及时跟上， 不仅没有
反射人影的清晰效果， 镜子上
甚至布满了脚印， 与景区发布
的宣传图片有“卖家秀”和“买
家秀”巨大差别。

本报10月16日讯 闹市中的美
妆店每天都有妙龄女子进进出出，
她们经常出来买完东西后， 又默默
返回店里。警方调查后发现，辖区内
隐藏了一个类似“酒托”的诈骗团伙，
随后将13名团伙成员抓获归案。今
日，株洲芦淞警方披露相关案情。

10月初， 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
局建设派出所民警在对辖区各类侵
财线索进行摸排时发现， 中心广场
附近新开的美妆小店有些特别。

民警蹲守发现， 几名女子频繁
带着不同的男士进店消费。 男士若
不掏钱，女子就迅速找借口离开；男
子若愿意掏钱，完成交易之后，女子
也会迅速找理由脱身， 然后把产品
还回店里， 又带其他男士过来逛，
“明显是托， 消费少则一两百元，多
则三四千元。”

通过缜密侦查，民警摸清了这人
的诈骗手法和几个落脚点。10月13
日，警方将13名团伙成员悉数被抓。

民警审讯得知， 美妆店开业10
余天， 就有50多名男网友被不同的
美女用同样的套路带来消费。 犯罪
团伙分工明确，有一套标准的“作案
套路”：首先一男子伪装成女子通过
各种网络社交平台结交陌生男子，
又以谈恋爱、相亲为由见面。待时机
成熟后，“派单”给各个接单的美女。
美女负责和男网友线下见面并引诱
其去美妆店购买化妆品， 店员则负
责怂恿男网友买单， 再拿回店里循
环售卖。至此，这样一笔交易就算完
成了，他们都会获得相应的提成。

经查， 该团伙的总涉案金额达
到了六七十万元。目前，警方已经控
制了该诈骗团伙的13名成员， 案件
还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警方提醒广
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诈骗分子
套路多。 不管不法分子使用的是什
么手段， 最终的目的都是骗取受害
者的钱财， 所以我们在网络交友时
一定要注意！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魏天宇 实习生 陈婕妤

本报10月16日讯 “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近日，看到宋
跃武、周兵等17人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
的二审裁定书， 长沙市岳麓区
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非常振
奋。宋跃武、周兵等17人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
罪一案系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
关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湖南
省人民检察院、 湖南省公安厅
挂牌督办的重大涉黑恶案件。
最终，17人均受到惩处， 以宋
跃武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覆
灭。

从“菜霸”到“大哥”
为非作恶十余载

宋跃武是土生土长的宁乡
人。 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十几岁
就开始混迹社会。1992年，因
持刀将当时宁乡城区的“名声
哥”许某某捅成重伤，宋跃武被
判处无期徒刑， 自此在宁乡树
立了“恶名”。

服刑7年后，宋跃武因病保
外就医。 出狱后无事可做的他
伙同杨湘宁等人，凭着“恶名”，
垄断了宁乡最大蔬菜批发市场
“山川潭菜市场”的黄瓜等蔬菜
经营，成为“菜霸”，并实施了抢
劫、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违法
犯罪活动。2002年，31岁的宋
跃武因上述犯罪“二进宫”。

两次入狱，让宋跃武的“恶

名”更甚。2008年减刑出狱后，
宋跃武开始以收徒弟、 认兄弟
等形式网罗“小弟”，在宁乡城
区等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成
为宁乡城区人人畏惧的“社会
大哥”，逐步形成了以其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 宋跃武带领
或者指使周兵等人，逞强斗狠、
为非作恶，以插手他人纠纷、争
抢工程项目、发放高利贷、非法
讨债、 非法采矿等方式获取经
济利益。

利剑出击惩黑恶
“专案专班”办铁案

2019年2月3日，宁乡市公
安局就宋跃武、周兵等人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
案立案侦查。同年2月16日，宋
跃武被抓获归案。2019年9月，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指定
岳麓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0年7月30日， 法院公
开宣判， 认定宋跃武为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
持有枪支罪、非法拘禁罪、敲诈
勒索罪、非法采矿罪、强迫交易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其他
16名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一年至一年十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年近50的宋跃武“三进
宫”，等待他的将是20年牢狱生
活。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任为 李莉
实习生 龚正伟

“天空之镜”的“鼻祖”是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沼，它是经历万
年才形成的自然景观，每年夏季被雨水注满后形成浅湖，因湖面宽
广、像镜子一般透亮而得名“天空之镜”。

中国的茶卡盐湖成因与景色均与乌尤尼盐沼相似，被称作“中
国的天空之镜”。因旅游达人的“安利”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平台的宣传，茶卡盐湖成为“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游客前往体
验。2020年国庆小长假期间， 茶卡盐湖景区共接待游客14万人次，
接待自驾车辆达3.97万辆。

近日， 省市场监管局公布1-9月典型虚假违法广告案
件。 在郴州舜溪谷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案
中，当事人因发布虚假广告被处罚款12万元，这一处罚结
果也给今年5月湖南临武滴水源景区的“天空之镜”项目夸
大宣传引起游客与网友不满的事件画上句号。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周珈萱

“天空之镜”源于玻利维亚

回顾 “犹如漫步云端”的天空之镜实则布满脚印

网罗“小弟”借恶名为非作歹
宁乡“社会大哥”获刑20年

省市场监管局公布的处罚
信息显示， 当事人在临武滴水
源景区“天空之镜”景点网络宣
传推广中使用与实景不相符的
他人网络效果图片和文字用
语，虚构接受旅游服务的效果，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第四项规定。

2020年8月7日，郴州市临
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
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停止发布虚
假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
并处罚款人民币120000元。

处罚 因虚假宣传被罚12万元

视频在网上发酵后，“网友
吐槽湖南天空之镜景区”微博话
题登上热搜榜，阅读量、话题讨
论量分别突破3亿次和1.6万条。

随后， 景区不仅删除了微
信推文、拆除了“天空之镜”项
目，还发布了致歉声明，称在前
期预热过程中使用的宣传照片
过度渲染， 导致与游客实拍反
差很大， 加之后期管理组织未
能跟上， 给广大游客带来了极
为不好的体验感。

“尽管项目免费，看到朋友
圈转发的推文才过来的， 往返

路费、 景点门票和食宿都是一
笔花销。”一名去过该景点的网
友吐槽称，图片中水天一色、海
天相接的美景实则是用两面镜
子搭成，非常让人失望。

此外， 一名业内人士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天空之
镜” 项目不过是景点以免费旗
号用来引流的手段， 根据镜面
材质不同，100平方米项目最
低造价不过5万元，“想要拍出
宣传中的图片效果， 不仅要有
高超的摄影及P图技术，还需要
有好天气的加持。”

吐槽 “天空之镜”就像“卖家秀”和“买家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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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镜”茶卡盐湖。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