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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备受关注的湘潭木鱼湖“行李箱裸藏女子”
案最近尘埃落定。经“院长发现”，湘潭市中级人
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作出终审判决：原审被告
人潘旺犯强奸罪、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
月，并处罚金2000元。

夏夜，一念成魔
2016年6月27日晚，湖南工程学院木鱼湖畔，

一些市民和大学生在散步纳凉，路边一个行李箱
中突然传来救命声。

携带行李箱的男子见有人上前来探问究竟，
弃箱逃跑。大家打开行李箱一看，里面竟藏着一
个全裸年轻女子。 大家回过神来后纷纷追捕男
子。男子慌不择路，跳进木鱼湖中，游了一个多小
时后，被民警和市民联手抓住。

男子叫潘旺， 湘潭市人， 曾因盗窃罪获刑4
年，2015年6月刑满释放。2016年5月底开始，他与
被害人李某某等人共同租住湘潭市岳塘区一套
房子。当日19时20分许，潘旺起床上厕所，见仅有
李某某一人在租住处，便产生强奸念头。他用黑
色胶带捆绑其双手，欲行不轨。见李某某激烈挣

扎，潘旺用电脑鼠标线紧紧勒住其脖子，直至其
脸色发青、嘴唇发乌。随后，潘旺撬开罗某房门，
找到一个行李箱，顺手拿走罗某钱包等物。然后，
他将李某某塞进行李箱，准备扔至木鱼湖公园僻
静处。

二审获刑3年6个月
2017年1月， 湘潭市岳塘区法院对此案作出

一审判决：潘旺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潘旺不服，提起上诉。
2017年6月28日，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二审判决： 维持岳塘区法院对潘旺犯强奸罪、盗
窃罪的定罪量刑部分；撤销岳塘区法院对潘旺犯
故意杀人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及合并决定执行的
刑罚部分；潘旺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
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
元。

“院长发现”再审
经湘潭市中院“院长发现”，认为二审判决确

有错误。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湘潭市中院于
2018年4月12日对此案开庭再审。

再审认为，潘旺在强奸过程中因被害人强烈
反抗，致使强奸目的未得逞，属于强奸未遂，可比
照强奸既遂，从轻处罚。潘旺将被害人装进行李
箱，在丢弃至公园僻静处过程中，被路过行人解
救。 潘旺行为造成一定社会恐慌和不良影响，严
重损害被害人身心健康，其犯罪情节应当认定为
强奸妇女情节恶劣的情形，应当在原二审强奸罪
的量刑上加重处罚。虽然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
被告人的处罚，但原生效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可
以作为一种例外。潘旺入室盗窃他人财物，构成
盗窃罪，其盗窃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依
法对其从轻处罚。潘旺有前科，系累犯，依法应当
从重处罚。

再审认为，原审被告人潘旺犯强奸罪、盗窃
罪，应当数罪并罚，原二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定罪准确，但适用法律
错误，量刑不当，遂撤销湘潭市中院刑事判决和
岳塘区法院刑事判决，作出前述判决。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余
蓉）5月9日，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
明风采” 活动总结交流暨德育工作
座谈会在株洲召开，来自全国100余
所中等职业学校的代表参加活动，
并观看了主题展演，其中由长沙财
经学校学生主演的全国首部大型
原创职教素质教育校园音乐剧《永
不放弃》，“逆袭” 的中职学生故事
打动人心，展示了职业教育改变命
运的力量。

座谈会上， 湖南省教育厅作了
经验介绍。过去的一年，省教育厅在
310多所中职学校开展“文明风采”
活动， 共收到各类作品5400件，对
1700多件作品进行表彰宣传， 德育
工作深入师生心中，育人成效显著。
同时， 我省还广泛开展了中职生朗
读者大赛、 成建制班集体合唱比赛
等活动，培育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探索实施“互联网+德育”新手段，有
效推动德育工作走向深入。

全国中职“文明风采”在湘交流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刘琳

5月8日，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一届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
技术应用比赛赛场上，来自全国高职
院校的76支队伍，200多名学生同场
竞技。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李文
城、邓博、肖东奇配合默契，一举夺
魁，为湖南省代表队夺得首金。

值得一提的是，李文城、邓博都
住在5栋655寝室， 肖东奇住在相邻
寝室。 在他们夺得此次国赛一等奖
之前，655寝室的另一名室友伍艺曾
获得全国机械行业工业机器人虚拟
仿真赛项一等奖。同学们笑称，两个
寝室就出了4个“全国冠军”。

取件、运输、智能识别、定位、装
配， 是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比赛中
的关键环节， 着重考查的是参赛队
伍的团队协作、快速编程能力、组装
调试等多方面，需要3名选手密切配
合，才能在4个小时内完成这条智能
机器人生产线的装配。 通过大半年

的磨合训练，李文城、邓博、肖东奇
早已经成为“黄金搭档”，只需要一
个眼神、一个手势，就知道队友在表
达什么。

备战过程用李文城的话说，就
像打游戏一样地过关， 而且越来越
难，越来越繁琐，但是通关的欣喜和
快感也是无可替代的！寒暑假，他们
吃住在实训室，饿了泡包方便面，困
了就在椅子上躺一躺， 反反复复地
埋头苦练，来来回回地揣摩修改，比
赛中的5个任务———机械和电气安
装、视觉系统编程调试、系统编程调
试、 系统模块调试和系统综合编程
调试，这个团队磨合得滚瓜烂熟、天
衣无缝。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是国赛、
省赛的传统赛项， 也是湖南机电职
院的优势赛项， 学院根据市场发展
需要开设工业机器人专业， 目前已
成为智能控制技术省级示范性特色
专业群重要专业、 全国职业院校装
备制造类示范专业点。

两个寝室走出4个“全国冠军”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肖
祖华 通讯员 李文娟 孟天笑）5月8
日， 邵阳市中心医院ICU病房内，患
者肖功武握着医护人员的手， 久久
不愿松开。一个多星期前，邵阳市中
心医院医疗团队连续作战， 把心跳
骤停6分钟的肖功武从死亡线上救
了回来。

4月30日下午，肖功武运动时突
发心源性心跳骤停， 被紧急送往邵
阳市中心医院抢救。由于6分钟内没
有施行紧急心肺复苏术， 医院专家
团队根据以往临床案例分析， 肖功
武苏醒几率极低。不容乐观的是，经
紧急除颤救治， 患者恢复自主心跳
和呼吸不久， 又出现了继发性癫痫

持续状态。在随后的诊治中，脑电图
中发现有“爆发-抑制波”，这些预示
着患者愈后状况会极差， 甚至可能
出现脑死亡。为尽力救治患者，该院
院长坐镇指挥，整合ICU、急诊、神经
内科、 神经外科、 心血管科骨干力
量，先后组织两次会诊。经采取多种
手段持续抢救，24小时后，患者停止
了抽搐，意识逐渐恢复。目前，患者
康复良好， 已能正常进食、 表达自
如，且头颅磁共振成像无异常信号。

据医院ICU中心主任凌鹏介绍，
患者心跳骤停4分钟内是心肺复苏
最佳时期。心跳骤停长达6分钟未施
行心肺复苏术却能成功获救， 这在
邵阳市还是首例。

6分钟！ 鬼门关前走一遭
24小时！ 生死时速救一命

邵阳救活心跳骤停6分钟患者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谢海青 李会生）5月9
日下午2时54分，祁阳县公安局接到
永州市公安局反电信诈骗中心指
令， 该县正发生一起冒充公检法人
员索要保证金的诈骗案， 要求立即
阻止。

接到指令， 祁阳县警方迅速查
实，受害人是该县浯溪街道塔边村63
岁的于大娘。这时，于大娘正在某银

行营业厅准备转款。出警的祁阳县灯
塔路派出所民警柏林等，在赶往银行
的路上，一边拨通于大娘的电话进行
劝阻，一边通知银行拖延时间。最后，
在警方和银行工作人员合力劝说下，
于大娘认识到上当受骗。

原来当天上午，于大娘接到几个
分别自称是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话，
说她涉嫌非法拐卖儿童案， 涉案260
万元，要她把9万元转至“安全账户”。

大娘急“转账” 民警阻止忙
祁阳警方成功阻止一起电信诈骗案

“院长发现” 凸显司法正义
———湘潭“行李箱裸藏女子”案尘埃落定

法治故事

山歌唱进城里来
5月10日，沅陵县城胜利公园，“农民山歌会”吸引众人观看。近年来，沅陵县进城务工的农民多了，

众多的山歌手也进城了，县文化旅游部门把山歌手集中组织起来，让他们展示才华。 刘纯意 摄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近几年，我省“民参军”取得积极进展，层级

已经由一般配套产品向总体和分系统提升，取得
武器装备研制生产许可的单位中民营单位占比
已经达到51%。 省经信委副主任黄东红介绍，下
一步将全力创建长株潭城市群国家级军民融合
创新示范区。 将以军民融合特色产业园区为载
体，以军民协同创新和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为突破
口，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全力培育高端
装备、通用航空、卫星应用及军工电子、军用关键
材料产业集群，为全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探索新
路径新模式。

大健康产业发展论坛上，健康产业核心园区
等相关园区将与参会企业精准对接。省卫计委副
主任、省中医药局局长黄惠勇介绍，下一步我省
将建立以省级核心园区为龙头、 市州为枢纽、县
市为支撑的三级健康产业发展体系。将以湖南健
康产业园为核心，建设集西医、教学科研、养老养
生、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健康服务业集
聚区，建成带动全省、辐射中部的核心力量。

�荨荨（紧接1版③）近年来，黄花机场客流量逐年攀
升，单航站楼运营已不能满足旅客更好出行体验
的需求。

按省委、 省政府要求， 省机场管理集团于
2017年9月启动T1航站楼改造恢复工程，主要对
安检、值机等系统，西侧道路和停车场以及各种
人性化服务设施进行修缮。在国内率先使用全智
能CT机安检通道，旅客可全程自助安检，安检效
率是普通安检通道的2倍； 增设22个自助值机柜
台，自助值机占比近60%；为孕妇、哺乳期妇女增
设3间母婴室等。

省机场管理集团介绍，“双跑道双航站楼”运
营后，可有效解决机场航站楼面积、安检通道、近
机位数量不足的短板， 极大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提升湖南对外开放窗口形象。

届时，T1航站楼的年旅客吞吐量保障能力
将由460万人次提升至600万人次。 T1、T2同时
运行可保障3100万人次年旅客吞吐量。

16日起，国航、深圳航空、山东航空、成都航
空、昆明航空、奥凯航空、幸福航空、西藏航空的
国内业务将转至T1航站楼运行。 也就是说，旅客
乘坐这8家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时，需在T1航站
楼登机。

今年年底前，T1与T2航站楼之间的连廊处，
将建设国内机场最大文化主题书吧。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据介绍， 为做好本次大会项目开发工作，经

过反复筛选、多轮会审，省发改委和省商务厅最
终确定了578个入册项目， 共同编印了《湖南省
2018年招商引资项目册》， 总投资超过2.2万亿
元。主要分为基础设施、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
业、园区建设和招商四大类。

陈潇透露，大会期间，将发布《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在湘投资报告》，并进行重大项目签约。截
至5月8日，确定本次大会期间签约项目共80个，
投资总额1196.36亿元。投资企业包括京东、丰益
国际、美的、恒大、碧桂园、新希望、海大、太平洋
建设、海王、协鑫、东旭、江河创建、怡亚通等。

投资额10亿元以上的项目34
个，工业制造类项目占比超过一半

省商务厅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王庭恺介绍，
本次大会拟签约项目具有500强企业投资项目
较多、大项目较多、工业制造类项目占比超过一
半等特点。

王庭恺介绍，本次大会拟签约项目全部为合

同投资项目，且都是省外投资者投资项目。所有
项目都经过了项目所在地发改、国土、环保、规划
等部门的初审，项目比较成熟，能够较快落地。80
个拟签约项目中，有14家500强企业投资项目16
个，总投资475.9亿元。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投资
项目7个，总投资164.6亿元；中国500强企业投资
项目6个，总投资211.3亿元；民营500强企业投资
项目3个，总投资100亿元。

80个拟签约项目中， 投资10亿元以上的项
目34个，占项目总数的42.5%；投资总额1034.6亿
元，占总投资额的86.5%。投资20亿元以上的项
目19个，投资50亿元以上的项目7个，投资100亿
元的项目2个。 其中包括江苏中南建设集团在常
德经开区投资150亿元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
项目，京东集团在湘潭投资100亿元的现代电子
商务智慧物流项目等。

本次大会签约项目突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产业项目建设年”的决策部署，工业制造业项
目46个，占项目总数的57.5%；投资总额695.66亿
元，占总投资额的58.1%。如投资40亿元的华泰
新能源汽车项目，投资50亿元的桑德集团新能源
研究院及创新科技园项目等。

80个签约项目投资总额逾千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