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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法制周报记者 陈思 通讯员 陈皓静

谎称给领导送礼， 开出高昂车费，
32岁的株洲男子陈某， 诱骗多名滴滴、
出租车司机， 陪同自己骗取商店的烟
酒，再溜之大吉，甚至连120元车费都不
放过。5月2日，因涉嫌诈骗，陈某被株洲
市芦淞区人民检察院批捕。

先诓滴滴司机
后在烟酒店行骗

5月2日，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检察院
侦查监督科助理检察员江义知介绍，32
岁的陈某是株洲县渌口镇人， 无业。
2014年起，陈某多次因诈骗，被公安机
关打击处理直至获罪入狱，2016年上半
年，才刑满释放。

出狱不久，陈某又开始了招摇撞骗
的营生。2016年11月4日晚上，谎称要前
往长沙给领导送礼，需要用车，陈某电
话预约了一辆滴滴车，司机是郭某。

“他很聪明，知道怎样骗取滴滴司
机的信任。”江义知说。一开始，陈某通
过叫车软件，正常下单结识一名滴滴司
机，并索取对方的手机号码。第二次便
会绕过叫车平台，直接电话预约该滴滴
司机。

不通过平台接单，滴滴司机郭某十
分乐意前往。车行至株洲荷塘区桂花路
某家烟酒店时，陈某下车进店，声称要
给领导送礼，要求店主黄某准备多份礼
物，包括和天下香烟、酒水等。

在店主黄某准备这些礼物时，陈某
又单独要了一包中华烟， 一瓶矿泉水，
塞给司机郭某， 表示自己钱没带够，希
望郭某先借自己700元， 送完礼结账时
还。

“郭某也想早点结清车费。”江义知
说， 看到陈某和烟酒店老板聊得熟络，
没有防备的郭某，通过微信红包发给陈
某750元钱。不一会，郭某又接到陈某在
烟酒店里的微信，再次转走300元。

随后，趁烟酒店老板不注意，陈某
拿着一条和天下香烟， 从一个墙角溜
走，偷偷搭乘摩的逃跑。黄某追出来后，
询问司机郭某，两人发现受骗，遂报警。

去酒店“送礼”
从地下通道溜走

今年2月25日中午1时许，陈某如法
炮制，特意从一家出租车公司，约了一
辆银灰色别克商务车。 在一家烟酒店，
陈某又要了6份和天下、 普洱茶和五粮
液组成的礼包。

之后，陈某邀请老板娘王某，陪自
己一起去华天酒店送礼，并称“到了公
司结账”。

王某没多想，跟着陈某，乘坐别克
商务车。到了酒店门口，陈某带着4条和
天下、2瓶五粮液，一盒普洱茶，假装下
车去酒店送礼。 司机和王某在车上等
候。

实际上， 陈某却偷偷通过安全通

道、地下停车场，离开酒店，叫了一辆摩
的，顺利逃跑。

“你们是一起的吗？”等了四五十分
钟，见陈某迟迟未出现，王某开始有些
生疑，询问司机。被对方告知，自己是网
约车司机，并非陈某同事。

王某这才反应过来， 向警方报案。
在这期间，价值6540元的烟酒，已经被
陈某倒卖至其他烟酒店。

骗钱骗手机 车费也不放过
陈某的骗术高超，“套路” 也多。

2016年12月23日， 谎称自己手机没电，
陈某借走了滴滴司机文某的 iPhone7。
边打电话边踱步， 趁文某稍不留意，便
消失得无影无踪。

2017年1月至3月，陈某多次通过滴
滴打车的方式，以借钱、借手机打电话
等各种理由成功诈骗多名滴滴、出租车
司机钱财。

身高1.75米的陈某，短发，看起来

十分憨厚。江义知说，陈某深谙不同人
的心理，懂得编造送礼、家人生病等不
同理由，博取他人信任，适时施以小恩
小惠，投其所好，在行骗中，有一套自己
的话术，“知道你想要什么。”

截至案发， 陈某一共成功诈骗10
笔，诈骗金额最高的为1050元，最低的
120元，涉案金额达1万余元。

“有时候，为了博取信任，他还会倒
找司机20元。”江义知介绍，除了一笔诈
骗金额达900元外，陈某每次向滴滴、出
租司机们行骗的金额不大， 多是100余
元至300元不等。

2017年3月26日， 陈某在某网吧
被民警抓获。据了解，陈某每次诈骗
财物得手后，财物均被其倒卖，挥霍
一空。

检察官：遇人求助应多个心眼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规

定，曾经故意犯罪的，现又构成犯罪的，应
当逮捕。”江义知介绍，由于陈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使用欺骗的方法，诈骗他人私
有财物，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六十
六条，涉嫌诈骗犯罪，鉴于其有前科，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芦淞区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批准逮捕。 目前，该
案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江义知提醒广大读者，如遇到他人
求助时，财物应当不离开自己能控制的
范围内。 非熟人涉及金钱往来需谨慎。
如许诺较大金额交易，要先行预支小部
分或借用资金的行为时，应考察清楚再
投资。

■看新闻学法律
诈骗罪：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

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的行为。诈骗罪的基本构成是 ，行为人
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
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
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

被裁员
是否可获经济补偿金

问：我系某服装厂财会人员，与服装厂签订了期限为5年的
劳动合同。但在合同存续期间，工厂经济效益低迷，依照《企业
破产法》进行重整。服装厂进行了一次全厂裁员，我被辞退，提
出与服装厂签订的劳动合同尚未到期，服装厂应给予一定的经
济补偿，我的要求被服装厂拒绝。经过该厂工会组织调解无效，
我遂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请问：服装厂是否可以因为经济性
裁员而与我解除劳动合同？服装厂是否应当给我经济补偿？

律师回复：如果服装厂确实出现了经营上的严重困难，可以单方
面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用人
单位需要裁减人员而引起劳动合同的解除的法定情况有： 依照企业
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或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

同时，根据《劳动
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
第四款的规定， 用人
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
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
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金。

上班时自杀能否认定为工伤
问：张某大学毕业后到某外资企业工作，因为公司工作强度

大，管理严格，长期加班加点，加之张某平时性格内向，工作中与
多名同事发生矛盾，人际关系紧张。 一天，张某在上班时突然走
到楼顶，跳楼自杀身亡。 家属认为，张某自杀与公司的管理有因
果关系，且张某系上班时间、工作场所内死亡，应享受工伤死亡
待遇。 而公司认为，张某自杀属于个人行为，不同意申报工伤，也
不承担任何责任。

律师回复： 由于法律已明确规定自杀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
视同工伤， 所以尽管张某的自杀行为发生在工作时间、 工作场
所，且与工作有一定关联，但仍不能认定工伤，也不能享受工伤
死亡待遇。 但公司认为职工系自杀，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是错
误的。 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支付一定数额的抚恤金。

遇人求助应多个心眼
株洲破获一起针对滴滴、出租车司机的诈骗案

� � � � 警方带嫌
疑人陈某指认
现场。（资料图
片）

警方供图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记者从省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
获悉，截至5月5日，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我省共
转办11批次群众信访举报件，总数为1168件，其中
已办结175件。

长沙信访问题最多，株洲的办结率最高
统计显示，这些交办的信访件中，省本级17件，

办结2件。其余按市州分：长沙市362件、办结33件；
株洲市65件、办结23件；湘潭市87件、办结26件；衡
阳市97件、办结18件；岳阳市103件、办结22件；益
阳市52件、办结11件；常德市72件、办结8件；邵阳市
70件、办结8件；郴州市60件、办结4件；娄底市83件、办
结15件；永州市42件、办结2件；怀化市30件、办结1
件；张家界市17件、办结2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11件、办结0件。

通过数据可见，长沙接到的信访问题最多。4月
25日，首批移交我省的45个信访件中，长沙有23个。
在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进驻的12天内，长沙每天接
到的交办信访件最少时为19个； 最高是5月5日，达
到56个。

记者发现，相比其他市州，长沙接到的信访投

诉问题中，噪声、餐饮油烟问题经常“上榜”。对此，
长沙市迅速采取了行动，如芙蓉区马王堆沁园小区
夜宵一条街，14家餐饮店的油烟净化器目前已全部
安装到位；开福区夜宵摊噪音扰民，区环保局当场
勒令关门歇业。

信访件办结率，株洲最“给力”，达到35%左右。
以群众举报茶陵县强强陶瓷有限公司排放废气污
染问题为例， 这是株洲市接到的第一份交办信访
件。4月25日，在接到信访件的当晚，茶陵县环保局
连夜行动，一方面展开现场调查，一方面请第三方
检测公司赶赴现场进行专业检测。最终调查情况属
实，县环保局对企业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企业立即改正环境违法
行为，并处以10万元罚款；企业对相关问题有的已
整改，有的正在进行整改；当地政府正在加快移民
安置点的建设，尽快完成受影响村民的搬迁安置。

此外，湘潭、岳阳、益阳的信访件办结率相对靠
前。永州、怀化、自治州的办结率较低。其中，自治州
的信访件数量最少，办结率却为零。

水污染最受关注，大气污染、畜禽
养殖污染问题不少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转办我省信访件中，按污

染类型分：大气污染232件、噪声污染141件、生态破
坏72件、餐饮油烟115件、垃圾污染71件、畜禽养殖
污染126件、水污染256件、固废污染15件、重金属污
染41件、混合污染2件、土壤污染5件、扬尘污染53
件、其他污染39件。

由此可见，水污染问题最受百姓关注。其中，企
业生产废水、洗砂场污水、畜禽养殖污水、城市黑臭
水体等被群众投诉较多。如长沙市雨花区兄弟食品
园暗管排污、 衡东县三樟镇非法炼油厂废水直排、
永顺县泽家镇造纸厂直接排污、岳阳市南湖新区月
山管理处湖州管理中心屠宰场污水直排洞庭湖等
问题，经过调查后，目前均已陆续解决。此外，大气
污染、畜禽养殖污染、餐饮油烟污染等方面的问题
也不少。

据悉，截至5月5日，我省已责令整改1092家，立
案处罚286家、 罚款金额1320.7万元， 立案侦查32
件，行政拘留28人、刑事拘留6人。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廖声田
宁奎）“溪水终于干净了！”5月5日，
家住张家界市城区仙人溪边的居
民杨万杰告诉记者， 通过环境治
理，卫生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心情
也舒畅不少。他说，之前，从仙人溪
桥至天门中学一段，溪水有明显臭
味，影响了周围居民、师生的正常
生活。

“市城区仙人溪自2016年以
来，被倾倒了大量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等，造成水污染。”4月30日晚，
张家界市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
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 立即行动，
组成行动小组， 对仙人溪道路扬
尘、渣土污染、垃圾乱倒等一系列

突出的环境污染进行严格整治。5
月1日，行动小组通过实地走访，确
定10处环境污染点段，现场交办任
务进行污染源治理。同时，安排12
名工作人员实施24小时无缝巡查
监管。

目前，行动小组关闭封停了出
入口3处，整改乱源10处，立案3起，
处理2起污染事件， 查处暂扣手扶
拖拉机2台，在4处关键位置设置警
示牌，并将在主要河段启动防洪堤
建设。同时，清运装修、生活类垃圾
1180吨， 进行土地平整恢复原状
和覆膜、播撒草籽种；对建筑垃圾
现场进行平整并覆盖防尘网，设置
围栏围墙420米。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陈
鸿飞 通讯员 阳新）昨天，衡南县
环委会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
的群众举报云集镇骅泰建材市场
突出环保污染问题的案件，该县环
委会迅速要求县城管执法局牵头
组织开展综合整治行动。

当日上午9时左右， 记者在骅
泰建材市场内看到，城管执法人员
指挥铲车、 运输车正在紧张作业，
将占道堆放的石材、粉尘进行铲除
清运。

据了解，衡南县骅泰建材市场
经营户因瓷砖切割产生噪音、粉尘
污染， 切割产生的废水随意排放，

石材随意占道堆放，影响了居民的
日常生活和出行。

该县城管执法局迅速组织执法
人员赶赴骅泰建材市场， 对市民信
访举报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并制定
综合整治方案。 执法人员逐一对该
市场37家石材经营店加工情况进行
检查， 并下达停业整改通知书。同
时， 还联系县电力局对石材经营店
采取停电措施； 组织县城管执法大
队、渣土办、环卫处等单位50名执法
人员， 安排铲车和渣土运输车各2
辆， 对该市场占道堆放的石材废料
清铲清运， 组织环卫作业公司进行
清扫清洗，还市场道路原貌。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陆继华 陈妙琼 陶芳芳）
租间民房，搬来几台机器，就建起一个小塑料加工
厂，无牌无证，没有任何环保措施就开工生产……5
月4日凌晨， 长沙县在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
“有黑塑料加工小作坊非法排污”信访件后，立行立
改，对涉案“塑料加工黑作坊”进行依法取缔。

5月4日凌晨2时， 在长龙街道一民房内，3间简

易民房当车间、院子里搭起一个大棚当仓库、一台
生产设备，就形成一个小作坊。这个小作坊将废旧
泡沫原材料加工成固体颗粒，再作为生产建材的原
材料销售给其他工厂，现场已经生产了4吨成品。执
法人员经过检查，未发现该工厂有任何配套环境保
护设施，没有任何生产资质、加工许可证，属于非法
生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法人员责令其立即停

产，并对其进行整体拆除。
长沙县在快速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件的

同时，还加大了对同类问题的自查自纠力度，边整
改、边问责、边复查。4日下午，长沙县向全县各镇
（街）下发《关于迅速开展对非法加工厂、黑作坊和
涉及环境污染的非法企业全面整治行动的通知》，
要求各镇（街）开展摸底调查，对非法加工厂、黑作
坊和涉及环境污染的非法企业，发现一起，关闭一
起，并依法依规立案查处。若在本次行动中行动迟
缓、 关闭查处不力， 将由县监察局对所涉及的镇
（街）相关负责人追责。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
员 周玉意 李雯雯）5月3日， 洞口县组织环保、水
利、国土、公安、电力等部门100多人，来到蓼水河农
科所砂场内，进行综合执法，对该砂场进行依法取
缔，将挖砂设备一次性铲除到位，获得群众叫好。

洞口县境内河流多，非法挖砂洗砂较为严重。4
月26日晚，该县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件，有群

众反映毓兰镇半江河上有人洗砂， 造成河水污
染。4月27日上午， 该县组织人员赶到现场调查取
证，发现半江河上生活垃圾乱倒和非法洗砂严重。4
月28日， 毓兰镇政府组织人员对河道垃圾进行清
理，并会同公安、国土、供电、水利等部门，依法采取
措施，对非法洗砂厂实施断电、拆除设备，对受到破
坏的农田进行生态复原，并将砂场法人代表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
同时，洞口县举一反三，成立环境综合整治领

导小组，从环保、水利、国土、公安等部门抽调精干
力量，组成综合执法队伍，全面开展环境问题自查
自纠。 并针对境内蓼水河非法挖砂洗砂泛滥的问
题，组织专项行动。自5月2日起，连续两天对蓼水河
上的非法挖砂场进行整治， 对沿岸9家非法挖砂场
一次性拆除到位，并进一步调查取证，将对破坏农
田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现场负责拆除的县政
府办副主任胡宗强表示，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绝不会
手软，在完成蓼水河整治后，在5月20日前，将分河
段对县内其他非法挖砂场全部一次性拆除到位。

截至5月5日，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群众信访1168件，其中已办结175件———

水污染最受关注，长沙信访问题
最多，株洲办结率最高

洞口对破坏环境行为绝不手软

非法生产排污 取缔没得商量
长沙县依法拆除一塑料加工“黑作坊”

还市民一溪碧水
张家界大力整改仙人溪水污染

衡南37家石材经营店
停业整改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一举铲除9家非法挖砂场

� � � � 5月6日交办信访件140件，累
计交办1308件。这一批交办的信访
件中，按地区分布为：省本级2件、
长沙市44件、株洲市3件、湘潭市10
件、衡阳市15件、岳阳市14件、益阳
市6件、常德市10件、邵阳市8件、郴
州市9件、娄底市6件、永州市7件、怀

化市4件、张家界市1件、自治州1件。
按污染类别分为：大气污染29件、噪
声污染12件、生态破坏7件、餐饮油
烟26件、垃圾污染10件、畜禽养殖污
染18件、水污染20件、固废污染1件、
重金属污染8件、土壤污染2件、扬尘
污染3件、其他污染4件。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
向我省转办的群众信访
举报件分类情况一览表
（第十二批 2017年5月5日12时-5月6日12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