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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男子见女网友疑被传销组织灌开水
民警提醒谨慎交友不贪“馅饼”

法律咨询
法制周报记者 薄庭庭 通讯员 何涛

12月5日11时，27岁的河南权县男子叶青
（化名）抵达长沙火车站，下午2点左右到达女
网友的“家”。在之后的两个小时内，他历经威
胁、殴打、被灌滚烫的开水等一系列伤害。

叶青做梦也没想到，在长沙逗留的短短
几个小时内，会遭遇这样的一场噩梦。

直至当日下午4点多，警方到达，医治、
调查后，叶青才缓过神来。“我可能是被骗落
入传销组织了。”

为了不让这样的噩梦再次上演，12月6
日，黄花镇政府组织执法部门60余人，对可
能存在传销窝点的华湘安置区进行挨户检
查，不给传销任何可以滋生的土壤。

女网友的邀请
12月5日下午4点多， 长沙县黄花派出

所110接警中心， 接连接到几个报警电话，
内容都是该镇华湘安置区发生打人事件，有
人被打伤。

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在事发地，华湘
安置区19栋楼前，围着数十名附近居民，其
中一个男子满面鲜血，浑身是伤。

那个男子就是叶青。
叶青告诉民警，他是从河南权县来到长

沙的，“是女网友邀请我来玩的，不想刚刚到
达就知道自己受骗，落入了传销组织。”

民警进行现场勘查， 了解基本情况后，
先将叶青送往了当地医院治疗，并帮其支付
了医药费。在医院，医生检查发现，叶青嘴里
全是烫起的水泡。

叶青告诉民警，几个月前，他通过QQ认
识了湖南的女网友阿红（化名）， 几番聊天
后，叶青对阿红产生了好感。在阿红三番五
次的邀请下，叶青答应来长沙玩。

据民警介绍，叶青是河南权县人，小学
文化，之前在河南本地打工，后辞职。

12月5日上午， 叶青乘火车抵达长沙。在
出站口，他接到阿红的电话，让他先打车到长
沙县黄花镇邮政局门口，她在那里等她。

在黄花邮政局门前，见到正在等自己的
阿红，叶青甚是兴奋。但他不知道一场噩梦
已经开始。

两小时噩梦
阿红接到叶青后，打车到了华湘安置区

19栋4单元，当时已是下午2点。
幻想着阿红满腔热情招待的叶青，未曾

想到，房门一打开，扑上来的是十几名男子。
“他们用毛巾捂住我的嘴，把我押进房

内，要我交出身上的钱，并说出我的银行卡
密码。”叶青告诉民警，他当时没有说出银行
卡密码。在遭到拒绝后，几个男子又将叶青
放倒在地拳打脚踢。依然无果后，“他们用开
水灌入我嘴中，逼我说出密码，我满嘴的水
泡就是这么来的。”叶青回忆道。

遭到不停殴打的叶青， 拼命反抗，并
找准机会大声呼救。而因体力不支，叶青
出现休克的症状，怕出大事的阿红和那些
男子随后逃散。缓过神的叶青跑出房外报
警，附近群众听到呼救声后，也有人陆续
报警。

进行现场调查时，民警发现事发房屋是
一套出租屋。房内物品摆放整齐，十几床被
褥叠得工工整整，摆放在地上，房内只有一
张床。厨房内的碗筷也是干净整洁，就连吃
的食物胡萝卜、白菜都是一个挨一个整整齐
齐排列着。

“在房间的角落里，我们还发现了几本
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们的生活纪律，还有
邀约注意事项等内容。”黄花派出所民警说，
他们初步认定这是一个传销组织。

据了解，华湘安置区位于黄花镇与泉塘
街道交界处，交通方便、房屋密集、人员复
杂，是传销组织从城区向周边转移发展的备
选地点。

清查围剿传销
案件发生后，引起了黄花警方及当地政

府部门高度重视。
黄花镇政府在接警的第二天，即组织派

出所、综治办、司法所、行政执法分局等多部
门共计60余人，分成四个行动队，对华湘安
置区进行挨户检查。行动重点检查参与传销
的人员， 清查为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培
训、会议、货源、保管、仓储等嫌疑场所，打击
聚集性传销、网络传销。行动持续3个小时，
共检查33栋居民楼、12家宾馆、6家按摩洗
浴店、5家KTV。

检查中发现案发地点华湘安置区19栋
401室已人去楼空，但还留下笔记本及一些
生活用品。检查人员对查获资料进行拍照存
档，同时向房东及周边居民进行打击传销的
宣讲， 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打击传销的行动，
形成群防群治的新局面。

据了解， 黄花镇执法部门还在华湘村、
龙塘社区、黄谷路社区、机场口社区等流动
人口密集地点，通过宣传栏展示、张贴横幅、

村级会议等方式和平台， 集中开展防范、打
击传销宣传活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避免
传销人员从城区流向黄花。

目前，黄花派出所已以非法拘禁受理该
案，案情在进一步调查中。

■民警提醒

谨慎交友 不贪“ 馅饼”
采访中， 黄花派出所民警提醒市民，近

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网络购物、跨境电商
等网络概念和营销方式的发展，出现了一些
新型传销活动。如金融传销、电商传销、“国
家工程”类传销等一些影响力较广、性质比
较恶劣的传销种类层出不穷。

对此，民警提醒市民，天上不会掉馅饼，
当别人把事业或者回报描述得天花乱坠的
时候就应该警惕。其次无论传销的形式如何
变化发展，其实质仍是以购买份额作为缴纳
入门费，发展下线人员、拉人头组成层级，以
下线人员“业绩”作为获利依据。

另外， 市民应切实提高守法和风险意
识，谨慎交友，防止成为传销链条一环，从上
当受骗者成为参与传销的违法人员，同时应
当理性选择合法投资渠道， 不要被所谓的
“快速致富”所诱惑。

离婚后股权怎么分？
问： 我和妻子多年前曾一起创业并开办了

一家公司，后来感情破裂，二人决定离婚。请问：
我和妻子在公司都有一定份额的股权， 离婚后
股权该怎么分？

法律专家回复：首先，需要调查你公司的股
权，进而确定你的配偶所占公司股权的份额。在
查询公司股权时， 可以在工商信息查询平台输
入配偶姓名， 查询是否有以其作为法定代表人
的公司； 对配偶所处的公司， 查询工商登记档
案， 根据该公司的章程核查配偶有没有股权及
股份的比例。此外，根据相关规定，分割股权也
要看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 在调查清楚配偶所
占份额后， 确定该部分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还
是夫妻个人财产。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可以申
请法院对财产进行分割。

偷拍的“不雅照”
是合法证据吗

问：李某与商人胡某是一对夫妻，婚后不久
两人感情出现问题，李某向法院提出离婚，并向
法院提交了一组胡某在出租房内与另一女子的
不雅照片，表示胡某应对婚姻破裂负主要责任。
胡某表示，此照片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其作为
证据的效力不应被认定。最终，法院对该证据予
以认可。请问：偷拍的“不雅照”是合法证据吗？

法律专家回复：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第68条规定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
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
认定案件的依据。”

本案中， 胡某正是据此认为由于照片侵犯
了自己的隐私权，所以不应作为证据被认可。事
实上，本案中胡某具有隐私权的同时，妻子李某
也具有对于夫妻之间是否忠诚的知情权。 也就
是说， 胡某个人私生活的不检点对社会大众构
成隐私权,不可被侵犯，但其妻子具有法定配偶
身份，应享有知情权。因此，妻子李某拍下丈夫
出轨的照片，是一种对知情权的合理利用，并不
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

� � � � 12月6日晚， 在执法行动中， 警方查收的疑似传销人员笔记。
� � � � 12月6日晚， 黄花镇执法人员在华湘安置区进行入
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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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资本大火”延续，“体育＋”模式迅速兴起
继2015年中超电视版权卖出80亿天价、 万达收购马竞

股份后，2016年中国体育产业迎来了井喷式发展。
2016年最具爆炸性的事件， 无疑是苏宁体育产业集团

以约2.7亿欧元， 获得意大利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约70%的
股份。不出半年，苏宁体育旗下的PP体育中标2019至2022
赛季英超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的独家全媒体版权。 而篮球
方面，腾讯未来9年将成为国际篮联（FIBA）的全球顶级合作
伙伴，在社交网络、网络支付、社交游戏、电商等4个品类上
与FIBA开启全面合作。万达体育则成为FIBA全球独家商业
开发合作伙伴关系；阿里体育拿到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
联赛） 的独家转播权， 暴风体育也强势介入CBA转播领域
……毫无疑问，资本豪门蜂拥布局体育产业，将促进体育产
业迎来井喷式发展。

与此同时，《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全民健身计
划（2016-2020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悉数出
台， 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的组合拳开辟了全民健身运动新局
面，“体育＋”模式迅速兴起。体育文化、体育旅游、体育健康
休闲深受人们青睐。2016年， 各大城市纷纷举办马拉松赛
事，诸如“咕咚”、“悦跑圈”等跑步软件层出不穷，使得跑步
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并催生了体育与旅游、互联网、经济、生
态等多方面融合的新气象。

2016年中国体坛5大汉字
� � � �球迷如此喜爱里皮，因为他执教履历丰富，德高望重；熟
悉亚洲足球，带领恒大夺得亚冠；用人眼光独到，策略布阵考
究。11月15日，国足虽然0比0战平卡塔尔队，但他们在里皮
上任仅仅20多天就焕然一新， 让里皮的首秀堪称完美。“你
大爷还是你大爷”的网友神评论，折射出中国球迷对里皮的
认可。

不过，国足外教向来有“四部曲”之说———上任时的追
捧、执教初期的“甜蜜”、成绩不佳时的“讨伐”、换帅时的争
议。曾经锻造恒大“惹不起的下半场”的里皮的到来，无疑拯
救了国足的大片市场，重新点燃球迷的原始期待。但我们更
希望，“守得云开见月明”， 中国足球能给这位名帅多一点耐
心和时间。

� � � � 2016年8月20日，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 中国队以3比1战胜塞尔维亚队， 夺得冠军。 图为中国女排队员庆祝
夺冠。 新华社发

� � � �根据一年内发生的大事，选定一个汉字反映全年焦点，称之为年度汉字。2016年中国体坛大事不断，即将与
2016年作别，我们提炼出5个字，与读者共同回味这不平凡的体育大年———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 搏
拼搏！ 中国女排在里约创

造奇迹
不仅是一种体育精神， 更是一种鼓

舞民族的力量———这是“女排精神”。
2016年里约奥运赛场， 郎平带领的

中国女排以3比1战胜塞尔维亚队， 重返
世界之巅。 女排夺冠， 举国欢腾。 中国
人狂喜的热情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那一
夜， 郎平与所有女排姑娘成为亿万人心
中的女神； 手中的酒杯、 竭力的呐喊、
拍疼了的双掌、 挥累了的臂膀……成为
国人最疯狂的瞬间。

从落入“死亡之组”到艰难突围直至
最终问鼎，关于女排精神的集体记忆再次
被翻出。30多年前， 中国女排首次夺得奥
运冠军，“女排精神”给改革开放之初的中
国注入强劲的动力。 中国女排每一次夺
冠，都靠艰难的拼搏完成。越是困难时刻，
越焕发出顽强拼搏的精神斗志。

一回回倒地与跃起、 一次次扣杀与
协作。 中国女排用精气神在奥运赛场上
给每一位国人树立了一个标杆。

� 成
“硬汉传奇”，不断被写入史

册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

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2016年中国体坛，
“硬汉传奇” 不断被写入史册。

成大事者善突破。 2016年9月10日，
在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颁奖典礼上， 姚
明成为入选名人堂的亚洲第一人 。 从
1998年第一次参加美国篮球训练营， 到
如今进入名人堂， 18年时光荏苒， 姚明
创造了亚洲人在世界最高水平篮球赛场
上的无数个第一次。 时隔两月， 11月6
日， 邹市明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大比分战
胜泰国拳手坤比七， 赢得蝇量级世界拳
王金腰带。 35岁的他也实现了中国拳击
的多个第一： 第一枚奥运金牌获得者、
第一个实现拳击生涯大满贯的选手……

邹市明的此次问鼎， 让中国职业拳击获
得更多关注度。

成大事者大寂寞。2016年10月19日，
“中国航海第一人” 郭川从美国出发开启
单人不间断横跨太平洋航行。 但是6天后
噩耗传来，郭川突然失联，成为体坛之殇。
鲜有人知的郭川，默默地创造了中国帆船
史上多个历史：第一位完成沃尔沃环球帆
船赛的亚洲人， 是两项世界纪录的保持
者。合恩角、大西洋、英吉利海峡……都有
他的身影，可多数时候，他的壮举只被大
海与蓝天见证。 永不叛梦的孤胆英雄，用
生命诠释了梦想的力量。

� 红
“体娱圈”问世，“颜控”“言

控”带来新思考
当体育与娱乐交织， “体娱圈” 就

应运而生。 越来越多的体育明星拥有娱

乐明星的价值。
这是个看脸的时代。 2016年对于宁

泽涛来说注定不平凡， 赛季初的全国冠
军赛， 创造当时世界第二好成绩的他还
是无数“迷妹” 心中的“国民老公”， 红
到发紫； 里约奥运会的颗粒无收， 让他
黯然失色也令舆论一片哗然。

短短几个月， 在宁泽涛身上发生了
太多的故事， 违规代言、 被国家队除名
等传言甚嚣尘上， 奥运会后的宁泽涛选
择淡出大众视线。

这也是个讲“言值” 的年代。 一句
“洪荒之力” 火了里约奥运会季军傅园
慧， 她也凭超高人气斩获今年十佳劳伦
斯年度最受欢迎女运动员奖。 这一年，
“洪荒之力” 走红全国成为国民口头禅，
“傅式” 表情包遍及网络， 傅园慧成为不
折不扣的另类网红。 可她却坦言， 只想
安安静静做个“美少女”。

不得不承认， 2016的体坛， 因为娱

乐元素的汇入， 有了更多的看点： 体育
明星纷纷成为综艺节目的常客与收视保
证、 代言广告纷至沓来， 原本封闭在训
练场的运动员与外界有了更多的互动。
可与此同时， 也令他们陷入舆论漩涡，
这种感觉是他们单纯作为体育明星不曾
体会的。 体育明星娱乐化是全球趋势，
不过如何保持初心减轻运动员身上“甜
蜜的负担” 也同样值得深思。

� 惑
外 来 的 和 尚 好 念 经 ？ 要

“救市” 更要 “救世”
外来的和尚真的好念经吗？
10月23日， 里皮正式接过国足教鞭。

68岁的他是国足第10任外教。 彼时， 国
足在世预赛12强赛中濒临绝境 ， 顶着

“史上最大牌” 的名号， 里皮的上任还是
俘获了许多球迷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