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违停昏招！

本报1月21日讯 吃了夜宵
想着深夜没交警， 心存侥幸开车
上路，没开出多远就被追尾了，对
方以万元相要挟报警， 给还是不
给？ 家住长沙的谢某就利用酒驾
司机怕事的心态，屡屡勒索得手，
在长沙、湘潭两地作案。记者今天
从湘潭市交警支队获悉， 嫌疑人
谢某已经被刑拘。

1月8日晚， 湘潭交警接到报
警，报警人称自己在湘潭九华伏林
路被追尾， 但双方决定自行协商。
没过多久， 同一报警人再次报警。
当晚，九华大队事故中队民警刘谦
赶至现场，发现一辆黑色小车斜拦
在一辆河北籍白色小车前方。黑色
小车驾驶员谢某称自己是报警人，
由于跟车过近，不小心追尾了。

“黑色小车是过错方，为什么

要拦住被追尾的小车呢？ 这里
面肯定有蹊跷。” 刘谦回忆说，
他在勘查黑色小车痕迹时发
现， 该车前保险杠左右都有碰
撞痕迹。谢某称，他在一周前，
还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

几番询问后，民警得知，上
一次事故发生后， 也是谢某主
动报警， 并趁机向对方司机崔
某索要1万元“封口费”，否则就
举报其酒驾。但双方协商未果，
谢某为了威胁对方，再次报警。
民警依法对两台涉事车辆进行
暂扣。

崔某承认当晚喝了酒。民
警赶往谢某居住地长沙坪塘周
边进行调查走访。 在当地交警
中队得知，在短短半年内，该中
队共接到嫌疑人十次交通事故

报警，均属同一车牌，来自同一手
机号码。

面对询问，谢某主动供述，当晚
他看见白色小车车主从夜宵店走
出，猜测他有可能酒驾，于是想去试
一下运气。“如果司机没喝酒就报保
险，喝了酒那就敲他一笔。”谢某还
交代，他专门在各大宵夜档、饭店、
娱乐场所等附近物色酒驾司机，然
后驾驶车辆尾随酒驾人员， 伺机制
造交通事故，并进行敲诈勒索。

警方通过侦查发现，谢某故意
制造交通事故敲诈勒索的犯罪事
实成立。审讯后，谢某对自己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 谢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后续的侦查工作正在进一步开
展。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通讯员 王梓霖

本报1月21日讯 车子停到路
边，驾驶员从驾驶座出来，给车辆
后牌照“戴”上口罩后离开；不久，
第二名驾驶员停在同一地方，同样
给后车牌“戴”口罩；然后第三台车
来了，车牌同样“戴”上了口罩……
而这3名驾驶员先后走进了同一
家房屋中介店，这是在干什么？

今天上午， 长沙交警对此进
行通报，3名驾驶员分别被罚款
300元，驾驶证记15分。

近期开福交警接群众举报，
在湘江世纪城附近看到有车辆用
口罩遮挡车牌。

1月20日上午10点， 开福
交警八中队在湘江世纪城小区
周边巡逻时，发现有3辆车号牌
都被口罩遮挡， 存在故意遮挡
号牌的违法嫌疑， 执勤民警立
即上前进行检查。 而民警摩托
车还没停稳， 立马有人冲过去
扯下后车牌上的口罩。

民警询问后得知，3台车都
是附近一家房屋中介店工作人
员的车辆， 因为觉得去停车场
不方便， 想就近停车又担心被
电子警察抓拍， 他们想出了用
口罩遮挡号牌的办法。

开福交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对每位驾驶员故意
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记12分，罚款
200元; 对车辆的违停行为记3分，
罚款100元。 因此，3名驾驶员均被
记15分，罚款300元。

交警提醒：遮挡机动车号牌是
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分控中心民
警在通过监控抓拍时，一旦发现有
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会立即通
知巡逻民警出警处置，因此采取这
种方式逃避监控抓拍是行不通的，
切勿抱有侥幸心里。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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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机输赢人为操控，月进账13.5万元
长沙警方端掉城南路一电游赌博窝点 抓获涉案人员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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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1日讯 今日上
午， 在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樊塘基地， 长沙警方对收缴的
赌博机具进行集中销毁。 现场
还通报了破获的一起开设赌场
案，抓获涉案人员12人。

警方抓获12人
查获26台赌博机

2020年12月，长沙市公安
局治安支队接群众举报称，在
城南路某处藏匿一个地下电游
赌博窝点。接到举报后，办案民
警通过走访摸排和外围取证，
一个以姚某林为首涉嫌开设赌
场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经过为期半个月的缜密侦
查， 办案民警对该团伙的成员
架构及主要违法犯罪事实逐步
查清。

2021年1月18日凌晨，长沙
警方在长沙和益阳两市同步开
展收网行动，一举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12人， 现场扣押涉嫌赌
博的书证、物证一批。后经深挖
审讯， 专案组民警循线追查，于
次日晚在长沙岳麓区含浦一仓
库内，将该团伙藏匿的“打鱼机”
“牌机”“百家乐”等26台不同类
型的电子赌博游戏机全部查获。

输赢人为操控
一月获利13.5万元

经查，2020年6月， 姚某林
勾结李某良、李某定、高某民、
殷某明4人在城南路某地开设
地下赌场， 以电子赌博机为工

具，邀请赌客前来参赌，从中牟
利。该团伙5人分工明确，由身有
残疾的李某良出面租赁赌博场
地，作为明面上的老板。

民警邓海峰介绍说，姚某林
负责全盘经营和赌博机具的技
术。在此之前，他还特地去学过
技术，通常会让初次玩的顾客赢
点钱，然后调高难度，让顾客慢
慢地输钱。当顾客输到一定程度
的时候，就会陷入疯狂的境地，一
心想扳本，反而越输越多。

此外，高某民负责赌场的全
面管理，殷某明协助高某民负责
赌场的具体经营，李某定负责招
揽客源到赌场进行赌博。

该赌博窝点于2020年6月15
日开业， 后为躲避公安机关打
击，于7月19日关门停业，短短一
个多月非法获利13.5万元。 经进
一步查明， 该团伙自2019年开
始，还曾先后在长沙多地经营电
游赌博场所。

目前，姚某林、高某民等5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深挖当中。

“对电游赌博等违法犯罪活
动，我们将持续保持严管高压态
势，坚持露头就打，绝不手软！”长
沙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推进严打
整治“百日会战”专项行动，全面
加强岁末年初社会面治安管控，
始终围绕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
最突出的违法犯罪，不断加大打
击力度，主动出击、精准发力、积
极作为，全力为市民群众营造安
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王立成

防电子眼抓拍，竟给车牌“戴”口罩

1月21日，在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樊塘基地，长沙警方对收缴的
赌博机具进行集中销毁。 记者 杨洁规 摄

网 友 举
报，1月19日
下午，长沙雨
花区时代阳
光大道，一男
子骑摩托车
“刷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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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1日讯 在城区骑
摩托车，兴致来了，双手起舞，双
脚开车，随着音乐摇摆……近日，
有网友在长沙城区拍下这一幕，
向长沙交警举报。 记者今日从长
沙雨花交警大队获悉， 视频中男
子已被查获， 其自称就喜欢这种
拉风刺激的感觉……男子因多项
违法行为，面临罚款、拘留。

双脚踏在把手上骑摩托车，
双手如蛇乱舞随音乐摇摆， 这样
奇葩的骑车方式被举报到了长沙
交警。 网友举报，1月19日13时，
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路段
一名男子驾驶一台牌照为赣
C5***9的两轮摩托车， 在道路上
一边行驶一边“耍杂技”。他用双
脚控制车辆， 双手表演自创的舞
蹈动作，行为十分危险。

接到违法举报后， 雨花交警
迅速展开调查。1月20日下午，经
过近两个小时的摸排走访， 雨花
交警五中队民警终于在洞井商贸
城内发现了涉事摩托车， 并顺藤
摸瓜找到了骑车男子。

经初步调查，男子姓罗，今年
34岁，长沙县人，常住雨花区。罗
某并没有取得摩托车驾驶证，并

且其驾驶的赣C5***9摩托车牌
照也已经注销。 面对交警的询
问时，罗某十分坦然，他承认自
己边骑车边跳舞的行为， 说是
因为喜欢这种拉风刺激的感觉
才这样做的。

今天下午， 记者在雨花交
警大队见到了罗某。罗某称，自
己13岁就会骑摩托车了， 但是
没有去考证。“我一开心， 一听
到音乐就兴奋。 当时手机在放
歌， 那些都是我自己发明的动
作。”罗某称，这次教训很大，以
后一定遵守交通规则，“以后买

个电动车上下班，不会再有这样危
险行为了。”罗某说。

雨花交警大队突击中队代理
指导员彭彦勋介绍， 双脚控制方
向，对车辆控制不力，极其容易发
生交通事故，对自身或其他行人车
辆危害大。民警已依法将摩托车扣
留， 罗某因驾驶摩托车手离开车
把、摩托车闯禁区行驶、驾驶没有
有效牌照的车辆、 无证驾驶4项交
通违法，被交警部门处以行政拘留
5日，罚款900元。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视频 王珏

闹市脚开摩托手起舞，“拉风靓仔”被拘留危险驾驶！

“不给钱就报警”，他专盯酒驾司机碰瓷“碰瓷”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