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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传销案

A05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宁乡法院开庭审理一起特大传销案相关报道

17名
“电商老总”
坐上被告席

男子病危多亏交警开路送医

发展下线10万余人，
河南沃联沃、
长沙存爱特大网络传销案开审
本报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李冬 长沙报道

“贪婪蒙蔽双眼，
让我们以电
子商务之名行网络传销之实。公
诉人的指控令我幡然悔悟，
我真诚
认罪悔罪。希望通过我的案子警
醒世人，
不要挑战法律底线，
切勿
陷入传销陷阱。
”
被告人席上，
彭娟
垂泪作出认罪发言。17名曾经光
鲜亮丽的所谓
“董事长”
“总经理”
，
如今一一坐在被告人席接受法律
审判。

近年来，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然而
一些不法分子也瞄准了这块“蛋糕”，试
图从中牟利。但检察机关拔剑出鞘时，
传 销 会 员 10 万 余 人 、涉 案 金 额 将 近 10
亿元的网络传销组织也受到了法律的

制裁。
8 月 28 日，由宁乡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的赵永奎、彭娟等 17 人涉嫌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罪的河南沃联沃、长沙存爱特大
网络传销案在宁乡市法院一审开庭审
理。宁乡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周勇作为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发展下线会员达10万余人
近年来，互联网商务行业发展迅猛，
电子商务信息、交易、技术服务企业大量
涌现，贸易规模不断刷新，有力拉动经济
发展，也深入改变了人们生活、购物习
惯。然而泥沙俱下，一些不法分子也瞄
准了这一行业，
试图从中浑水摸鱼。
公诉人指控：2016 年 12 月，被告人赵
永奎、葛润省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创立沃
联沃电子商务公司，以网络商城和会员
服务中心为平台开展传销活动，截至案
发共计发展会员 5.2 万余人，会员层级 27
层，接受会员充值 8.53 亿元；2018 年 6 月，
被告人彭娟在长沙市岳麓区创立存爱珠

宝有限公司，以实施传销为主要活动，截
至案发共计发展会员 1.04 万人次，会员
层级 104 层，累计收入 1.58 亿元。2018
年下半年，沃联沃公司入股存爱公司，以
钻石销售为名共同开展传销；自行开发
虚拟货币 IAC 币继续实施传销活动，截
至案发共计注册 IAC 币会员 5.8 万人，会
员层级 13 层，持币 1000 枚以上人员 6680
人。上述传销组织及活动，短时间内急
剧扩散，波及河南、湖南、山西、陕西等多
个省份，下线会员累计达 10 万余人，传
销金额累计 10 亿元，严重扰乱经济社会
秩序。

16名被告人当庭认罪
该案系省公安厅交办的特大网络传销案件，
受害人数多、波及省份广、涉案金额巨大、社会敏
感度高，具有较大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宁乡市
检察院办案人员坚决从严把握案件证据关、犯罪
事实关、法律适用关，确保了案件办理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办案过程中，宁乡市检察院组建专案小组，
依法提前介入，积极引导公安机关推进专案调查
取证工作，同步审查侦查卷宗 123 册、提出具体侦
查取证意见 45 条，动态掌握补证进展情况，有力
夯实了证据基础和证据体系。
办案人员严把证据适用认定关，严格掌握罪
与非罪界限，对 1 名涉案人员因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依法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精准贯彻
了检察办案的“客观公正”立场。
依法处置财物，防止风险传导。依法依规处
置巨额涉案财物，指导公安机关依法扣押、退缴
资金 1 亿余元，冻结银行账户 1771 余万元，扣押
车辆 1 台、涉案物品 1870 余件，清退案件无关财
物 600 余件，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坚决
防范金融风险向社会、政治安全领域传导。
庭审前，专案小组检察官结合认定的事实证
据认真宣讲法律政策，16 名被告人签署了认罪认
罚具结书表示认罪认罚。庭审中，公诉人充分听
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控辩双方在法
庭的主持下依法举证质证，聚焦案件事实、证据
法律适用和量刑等问题充分发表意见并展开答
辩。经过近 12 小时的庭审，
在公诉人出具的扎

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

买槟榔总抽到谢谢惠顾？
？投诉
超市老板偷换中奖二维码，
株洲警方侦破
“割包”
槟榔案件
本报株洲讯 开袋有奖是槟榔常见的促
销方式，但有消费者发现中奖率越来越低，
“谢谢惠顾”
越来越多，
其中难道有什么蹊跷？
因为槟榔包总是抽中“谢谢惠顾”，株洲
一槟榔厂被顾客频频投诉，真是顾客“脸黑”
吗？厂家对比消费者提供来的包装袋发现，
这 些 槟 榔 的 确 是 正 品 ，但 包 装 被 人 动 过 手
脚。厂家怀疑，有人将某品牌槟榔的外包装
袋割开，取出中奖的奖票，再放入“谢谢惠顾”
字样的假奖票后销售，非法牟取暴利。经过
调查，位于株洲石峰区一家批发超市的老板
言某十分可疑，
8 月 27 日，言某被警方抓获。
“有批低价槟榔可以进货，但里面的中奖
二维码已经不能扫了。”今年年初，在株洲经
营批发超市多年的言某，得知一条消息，上游
渠道有一批槟榔低价销售，槟榔是正规厂家
来的正规产品，但是包装内印刷的中奖二维
码已经被扫过了，言某决定拿下这批货，再想

办法蒙混过关，赚取差价。如果消费者直接
扫码，会发现原包装的二维码已经被扫过了，
为了瞒天过海，言某想出了一个“招数”，他又
购买了一批高仿某品牌槟榔的包装袋和虚假
兑奖券，利用店内的封口设备，将这批槟榔一
袋分作两袋再次包装。言某告诉警方，低价
进的槟榔量比平时大一些，30 元一袋的量可
以分作两袋销售，也就是能卖出 40 元，从今年
1 月至今，他销售出去了 8000 多袋这样的槟
榔，获利 1.2 万元。言某介绍，这批槟榔都销
售给了一些小门店、小茶馆。
目前，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言某已
被 采 取 刑 事 强 制 措 施 。 警 方 介 绍 ，言 某 用
“割包”替换奖票的行为严重侵犯品牌商家
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将原包装
袋割开后，可能造成槟榔霉变，对人体健康
造成危害。
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夏可岚 通讯员魏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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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老人曾是抗战驾驶员

本报长沙讯 8 月 29 日上午 10 时 20 分许，
长沙市天心区交警大队铁骑中队辅警彭裕壹在
南二环新开铺桥上巡逻时，看见了一台停着的白
色 SUV 车。驾驶员赶紧向他求助，称车上有一极
危重病人要马上抢救，救护车已在路上需要紧急
牵引。一场争分夺秒的救援牵引由此展开。
8 月 30 日，彭裕壹告诉潇湘晨报记者，事发
时自己正在南二环进行巡逻疏导交通，
“在（南二
环）新开铺桥的东往西方向，我看到一辆白色
SUV 车停在路边打双闪，司机下了车在一旁，还
以为是台抛锚车”。上前询问才知道，车上有位
病人急需送医,发病的男子年龄大概四五十岁，
当时躺在座位上呈神志不清状。驾驶员已经先
行拨打了 120，救护车正在赶来的路上。
听闻状况后，彭裕壹马上联系分控中心，向
分控中心反馈情况并做好前期疏导工作，分控中
心随即打开“绿色生命通道”，等着救护车来，再
牵引病人去医院。
不久后，救护车抵达了现场，患者被转移到
救护车上后，
彭裕壹立刻打开警笛在前方牵引。
目前，由于送医及时，许先生已经脱离了生
命危险。
记者骆一歌 实习生廖敏君

6岁男孩迷路冷静求助民警
本报株洲讯 与爷爷、姐姐外出时在城郊迷
路，
爷爷又没有带电话，
慌乱中一时间也记不清爸
爸电话，
6 岁的小彬想到了求助警察。8 月 25 日上
午 11 点左右，小彬和爷爷、姐姐准备去株洲荷塘
区玩，
结果因为迷路，
跑到了云龙示范区。更糟糕
的是，爷爷出门时没有带手机，慌乱之中，爷爷和
姐弟俩一时也想不起家人的电话。正在一筹莫
展之际，6 岁的小彬看到有警车停在路边，想起幼
儿园里教过的安全知识，
他鼓起勇气上前求助。
龙头铺派出所民警林伟科介绍，当时他和同
事正在经开区龙头铺街道玉龙路附近巡逻，接到
小彬的求助后，民警将祖孙三人先行带回派出所
休息，到达派出所后，三人的情绪逐渐缓解，小彬
也想起了爸爸的电话。小彬在纸上写出了一个
手机号码。民警核验了身份信息之后，确定是孩
子的父亲。没多久，
祖孙三人被家人接回。
记者陈诗娴 通讯员刘梦野 实习生夏可岚

15岁参军入伍，
运送战争物资没出一次事故

男子实施网络诈骗怕被抓跳楼轻生

本报长沙讯 92 岁的谢定安在抗战时期
是一名驾驶员，为前线运输炮弹、粮食等物资。
8 月 30 日，记者来到长沙常青树老年公寓看望
老人。老人拥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并有专门的
护理人员负责照看。他讲述了自己求学时期立
志抗日，后从军成为驾驶员，抗战胜利后一路奋
斗当上汽车公司经理的故事。
1928 年 1 月，
谢安定出生于长沙。1937 年七
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谢安定当时在读小学，
老师上课一番话对他影响极大，
“老师说，
日本人
从东北打到华北，
侵略我们全中国。我们要好好
地学习，学习好了，我们就把日本鬼子赶出中
国。他给我们说，
我们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
”
谢
安定于是想从军抗日，
后面一次游玩偶遇中国军
队坦克演习，
这种想法更加坚定。
“那时候湘潭有
坦克，看到后觉得坦克厉害，那个打仗厉害。就
想，
以后长大了当个坦克兵。
”
1943 年，
15 岁的谢安定参军入伍，
成为第五
集团军装甲兵团的一名战士。部队安排他进入汽
车学校训练，
毕业后成为一名驾驶员，
在贵阳到重

本报郴州讯 8 月 29 日下午 2 时 53 分，郴州
市苏仙区消防救援大队接警称，青年大道御泉城
市花园一男子欲跳楼轻生，情况十分危急。石榴
湾消防救援站随即派出 6 名指战员前往处置，最
终联合派出所民警成功将其救出，避免了一场悲
剧的发生。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坐在小
区 3 栋 5 楼和 6 楼间一处飘窗外墙狭小平台上，情
绪焦躁不安，稍有不慎就可能坠楼。经与现场派
出所民警沟通得知，该男子因实施网络诈骗害怕
受到法律制裁而情绪激动，
故而生出轻生念头。
救援人员联合民警一边通过温和手段劝说
男子放弃轻生念头，一边联系男子亲属与其沟通
进行劝导。随后，为避免事态失控，救援人员调
整部署，在稳定男子情绪的同时，安排力量从 6 楼
飘窗索降实施强制救援。
终于在下午 3 时 54 分，成功将男子救下，经
检查无任何部位受伤，随即该男子被当地派出所
带走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阳彐玉 何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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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之间运送战争物资。
“一个列队有54台车，
运炮
弹、
粮食各种各样的东西到前方。六天跑一次，
三
天去三天回。
”
当时由于交通落后，
车队在路上经
常遇到麻烦：
“车遇到河过不去，
就把绳子绑在车
上，
到河那边拉。
“
”有的司机车没开好，
结果就翻
到乌江河里，
还没和日本作战，
就死了。
”
尽管有风险，但谢安定凭借在校学到的过
硬技术，从来没有出一次事故。他总结自己的
经验说：
“ 稳中求快，做驾驶员最重要的是安
全。胆子大不大不重要，主要是技术要学得好，
技术学不好，
光胆子大不行。”
抗战胜利后，谢安定回到长沙，一直从事运
输工作，直到 60 岁退休。老人说，由于自己技
术好，工作时很快就当上了一级驾驶员，接着成
为车队队长、调度室主任，最后当上了一家汽车
公司的经理。期间老人还曾游泳横渡湘江，并
得了一张纪念章。
“那时候我工资蛮高的嘞，我一级驾驶员工
资 85 块，
一般的只有 30 多块。
”老人自豪地说。
记者於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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