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于振宇）近
日，湖南省政协原副秘书长陈三新（正厅

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湖南省监察委员
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湖

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陈
三新决定逮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 � � � 湖南日报 8月 6日讯 （记者 于
振宇 ）近日，湖南省娄底市政协原
副主席、 娄底市中心医院原院长

肖扬（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
由湖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湖南省

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
肖扬决定逮捕。 该案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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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韩雪

益阳一家公司对外号称“免费荐股，永
不收费”， 暗里却利用平台代理股民炒股，
股民损失越大，公司获利就越多。公司正式
运营3个月，竟非法获利上千万元。8月6日，
益阳警方对外发布， 破获一起微信荐股诈
骗案。

今年6月，株洲籍男子余某到益阳市公
安局朝阳分局报案， 称身份被人盗用注册
了公司，导致自己很多个人业务无法办理。
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经一个月缜密侦查，牵
出一个大案。

犯罪嫌疑人胡某球认识卜某后， 相约
一起从事微信荐股生意。 他们利用朋友公
司的名字和办公室招兵买马，组建团队，先
后非法购买300余个微信号， 分给10余名
员工负责维护。胡某球还豪掷百万，物色从
事过股票交易尤其是在证券交易所工作过
的高手加入团队。

荐股客服“花花”按照公司的安排，微
信联系了几位在股市交易中投入比较大的
客户。“公司免费荐股，永不收费”，从上午
开盘后， 花花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向这些微
信好友发送类似的微信， 表示自己手中有

好的股票推荐，且永不收费。股民如果感兴
趣的话， 花花就会将他们拉入专门的微信
荐股群，重点“进攻”。

微信荐股群里， 除去少数几个进攻对
象，其余全是公司内部员工，目的就是发布
虚假信息，蒙骗股民。受害者王某抱着试试
看的想法，投入10万元购买了他们推荐的
股票，果然大涨，对公司的信任度大增。当
王某想再次免费获得股票信息时， 却被告
知必须通过某平台进行交易。王某注册后，
按照公司推荐的股票， 数次交易， 涨少跌
多，先后损失20余万。王某以为该公司仅
仅从事荐股生意，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因此
也就没有意识到被骗。

这家公司利润从何而来？ 在案件侦办
初期，警方也是一头雾水，直到了解到平台
的相关规定后，才茅塞顿开。原来该平台可
以进行代理， 代理所得费用是按照股民的
损失来分成，股民损失越大，公司获利就越
多，股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陷入骗局中。

公司员工按照这个套路，疯狂荐股，将
一位位股民拉下水。公司运营3个月，就非
法获利上千万元。目前，涉嫌诈骗的11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益阳朝阳公安分局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仇淼

揣在身上的储蓄卡却在异地被他人取
款5.7万元。近日，汨罗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银行卡纠纷案，判决被告某银行承担80﹪的
责任，原告熊某承担20％的责任。

2017年7月22日23时53分左右， 身在
汨罗的熊某放在身上的储蓄卡却在大连等
地ATM机和POS机上有取款操作，被取走
9笔，金额共计5.7万元，另扣付费用132元。
同时， 银行将上述交易情况向熊某发送了
短信通知。次日早上，熊某发现后立即到该
银行报案,出示随身的真卡，当场将卡内余
额取出。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熊某将
某银行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从原告熊某的储蓄卡在大连取款
的时间及她的报案时间判断，可以
认定她的钱是被人通过伪造的复
制卡在异地取走，被告某银行未尽
到准确识别银行卡真伪的义务，导
致涉案交易的款项在原告不知情
的情况下被支取，故被告应向原告
承担违约责任。原告未举证证明被
告对支付密码泄露有过错的情况

下，应自行承担密码泄露的风险和损失，法
院判决原告熊某承担20％的责任。

法院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被
告银行已依判决支付了款项。

法官提醒： 持卡人应注意防止泄露自
己的银行卡信息，如卡号、密码等。刷卡交
易时要留心卡槽口有没有被改装过， 收银
员有无重复刷卡等异常行为， 不要让银行
卡离开自己的视线。浏览网站时，不要轻易
输入个人及银行卡信息， 不要轻信他人以
投资、 信用卡额度提升等名义索要银行卡
信息的行为。发现账户异常变动，要及时挂
失、报案。

“免费荐股”？诈骗！

法治故事 卡未离身被取款
责任银行担8成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陈三新决定逮捕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肖扬决定逮捕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在湖南民间，活跃着这样一群志愿者，他
们平均年龄只有16岁， 却通过自己的行动实
实在在地参与到母亲河的保护治理中来。当
大部分中学生还在书本中学习环保知识时，
他们已然身体力行， 实地探访了河流的所有
重要节点。他们获得了母亲河奖，还被写进了
中学地理教材 。 他们就是走读湘江公益
社———一个由中学生发起和组成的环保志愿
服务团队。

35名学生6天行程2000公里
“走读湘江”

“pH测试：8~9，氨氮测试：0.20，该水为
二类水。没想到水质这么好！”7月底，走读湘
江公益社的志愿服务者们走进衡阳， 实地参
观水口山老工业区，并抽取水样进行检测,这
是他们第三次走进湘江沿线各个城市考察。

2015年，来自长沙市一中、长郡中学、南
雅中学的曾晨希、袁有晴、郑展翅、曾依琳、谭
仁韬、唐家萱、彭紫瑄、涂运豪、刘嘉仪等9名
中学生，联合专业的环保组织发起了走读湘江
活动。今年7月底，来自全省湘江流域6市州的
35名大中小学生、指导老师、地理专家等，从洞
庭湖出发，沿湘江逆流而上，途经岳阳、长沙、
湘潭、株洲、衡阳、永州，行程2000公里，最终到
达永州蓝山县野狗岭，探访湘江源头。

6天里，队员们开展了湘江流域的生态环
境变迁、历史文化发展两个方面的考察。他们
造访濂溪书院，考察衡阳水口山、株洲清水塘
工业区等厂矿区， 并在专业环保人士的指导
下用专业工具开展水质检测， 撰写环境研究
报告，并记录游学体验。

每到一处， 志愿者们都和当地政府部门
开展座谈交流。在永州、湘潭、衡阳等市，环保
部门、水利部门的负责人，都现身座谈会。志
愿者们从他们那里了解湘江污染治理的情
况， 并把发现和成果推荐给有关部门。 在永
州，市委书记李晖亲切接见了团队，并陪同大
家巡河，聘请他们为永州民间小河长。

“这是别开生面的学习。志愿者们边走边
看边体验， 学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同
学们兴奋地告诉记者。 在株洲清水塘附近，
志愿者们曾发现了非法电鱼船， 他们拍摄了
相关证据后向相关部门举报。“电鱼的人看到
我们撒腿跑了， 电鱼船会对鱼的种群造成破
坏，我们当场就把电缆给拆了，后来电鱼船被
相关部门收缴了。”

因为初心，所以坚持 ;因为行动，未来才
逐渐清晰。让队员们感到高兴的是，今年明显
感觉到湘江保护治理的力度在加大， 效果更
明显。“各部门对湘江保护治理都越来越重
视，漂浮物基本没了，水更清了，排污口关闭
了，让人更安心了。”谈起今年走读湘江的感

受，曾晨希、郑展翅、唐家萱纷纷抢着说道。

当好河长助手， 在湘江沿线
建环保宣传站

青春浸润着河流的力量。 今年4月，团
省委联合省河长办等单位开展了“我是河
小青，美丽湖南行”活动，从300多个项目中
评选出52个优秀项目充当河小青执行团
队，走读湘江公益社就在其中，此次走读湘
江还成为我省河小青项目成立以来的首次
环保行动。

这群中学生的努力， 正在影响着更多
人。“河小青是参与管水治水护水的广大青
少年的总称，作为河小青，要当好河长的助
手。 我们组织中小学生， 教他们怎么测水
质，怎么巡河，怎么监督一些非法渔船。”曾
晨希、郑展翅告诉记者，过去一年，他们先
后深入长沙市一中、 清水塘二小等十余所
学校进行宣讲。接下来，团队将依托此次走
读湘江的成果，在湘江沿线的6个城市建立

“走读湘江公益社”环保宣传站，开展更广范
围和更深入的宣讲。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目前走读湘江公益
社创建了网站和公众号，将走读见闻、调研报
告、校园宣讲等活动发布上去，跟大家分享，
向社会宣传。“我们喝湘江水长大， 最大的优
势就是能以青少年的方式， 融入到青少年当
中，把环保当成身边非常重要的事情，发动同
学，发动家人，一起参与到环保中来。”曾依
琳、唐家萱说。

此外， 走读湘江公益社正在积极帮助其
他市州的中学生开展走读母亲河活动， 将走
读湘江保护母亲河的活动扩展到湘资沅澧四

大水系，覆盖全省。越来越多的中学生正在加
入到保护母亲河的行列。

获得母亲河奖，还被写入中学
地理教材

因小小年纪就参与保护母亲河，去年12月，
走读湘江公益社获得中国第八届“母亲河奖”。
今年6月，走读湘江公益社成员郑展翅作为全国
最小的和唯一的中学生代表， 代表社团参加了
全国青少年生态环保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培训交流活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徐
晓听取了他代表社团作的汇报，对“走读湘江
公益社”的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没想到团队能获奖，更没想到会编入了教
材。”袁有晴告诉记者，今年4月，他们把团队事
迹和调研成果， 毛遂自荐给湖南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地理教研员邹邵林老师， 邹邵林和同事把
河小青、走读湘江团队编入了中学地理教材。

环保是一种意识，力量在行动。邹邵林告
诉记者，作为《湖南地方文化常识》的执行主
编，邹邵林和他的编写团队经过研究，一致认
为， 河小青和走读湘江团队为广大中学生树
立了环保行动的榜样。 把河小青这个活动编
写入该教材，有利于增强广大青少年“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意识，培养青少年热
爱自然、关心身边环境的高尚情感，增强行动
意识。

“教材编写组在水资源保护章节中，加入
了河小青助力河长制的内容， 介绍了走读湘
江公益社团队走读湘江的事迹。 修订版教材
已经经过湖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
通过，今年秋季入学，我省广大的中学生就会
使用这本教材。”邹邵林介绍说。

获得母亲河奖，还被编入中学地理教材

他们用脚步丈量河流

� � � � 7月26日， 走读湘江公益社成员品尝清洌甘甜的湘江源头水。 文科 摄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蔡万仪 韩雪）今天，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联合株洲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曝光
一批“违法王”车辆。其中，湘BE7967共
有未处理交通违法593次， 累计记3365
分。

被曝光的10台“违法王”是：阳某林

的湘BE7967，违法593次，累计记3365
分；向某文的湘B7G826，违法578次，累
计记1627分；李某华的湘BE8253，违法
556次， 累计记1814分； 任某杰的湘
BF4573，违法484次，累计记1948分；夏
某正的湘B7G675，违法482次，累计记
1446分；刘某兰的湘B89483，违法452

次 ， 累计记 1604分 ； 刘某银的湘
B6MG92，违法442次，累计记1404分；
邓某稳的湘BJ6422，违法391次，累计记
1458分；王某顺的湘B2HS89，违法389
次 ， 累计记 1528分 ； 文某娥的湘
BE5202，违法378次，累计记707分。

这些被曝光的“违法王”车辆，车主
或驾驶员无视交通法规， 交通安全意识
淡薄，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被曝光的车
辆已经录入缉查布控系统， 交警部门将
实行精准查处。

交警曝光10台“违法王”
最多的一台违法593次，记336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