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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迟下班，
保安员加班谁付钱

问：我表哥在一家保安公司做保安员。上班后，他被派到本市
一家银行网点去做保安，按规定他每天要穿着防弹背心、头戴钢盔
执勤，他上下班要随着银行网点的营业时间：早上没开门他要提前
到岗，晚上5点银行关门时因有很多顾客未办完业务，所以银行关
门后他还要继续工作，平均下来我表哥每天要加班一个多小时。表
哥工作的银行网点认可他每天都在加班， 但表示保安员的工资由
保安公司支付，银行不管；而保安公司则表示，银行网点打给保安
公司的费用只够支付管理费及保安员固定工资， 且保安公司未要
求保安员加班， 所以表哥超时加班工作应向银行索要加班费。请
问，表哥的加班费到底该由谁来支付？

法律专家回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由用工单位（银行网
点）向您表哥支付加班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62条规定，用工
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三）支付加班费、绩效奖金，提供与
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同时，《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9条规定，
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62条规定，向被派遣劳动者提
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不得歧视被派遣劳动者。因此，您
表哥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向用工单位即银行网点主张权利， 要求他
们支付加班工资。

法制周报记者 吴媚 通讯员 刘文丽

打着高额回报的幌子， 谎称投资
KTV和车行， 向身边亲友大肆借钱，实
际却将借款用于个人挥霍以及网络赌
博。近日，经郴州市永兴县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郭娜因集资诈骗750余万元
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并处罚金
20万元。

“你要人家利息，人家要你本金。”
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表示，投
资者一定要擦亮慧眼，不要被“投资机
构”豪华的办公场地、资金百分之百安
全的承诺等表象所蒙蔽。投资理财要找
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贪图高收益。

身边同事成首要目标
郭娜，35岁， 永兴县某医院血透室

护士长，曾入股投资了一家KTV和一家
车行。因投资失利以及常出入高消费场
所，急需要资金周转，她渐渐走向了诈
骗的不归路。

身边的同事是她瞄准的首要目标。
“郭娜是我初中同学，现在又是同

事，比较信任她。”曹兰说，2014年4月13
日，郭娜找她借钱，说要投资车行，月利
息两分，一个季度算一次。曹兰没有多
想就借了11万元钱给她。

蒋新， 也是郭娜的同事。2014年11
月7日， 郭娜在门诊药房找他借钱。“因
为是同事，又是护士长，我就没有问她
借钱做什么，就答应了。”蒋新当天就通
过银行转账了5万元钱给她。

为了维持“信用”，郭娜在借款前期
都按时支付了利息。蒋新记得，郭娜一
次支付给他3000元利息。在曹兰处借的
钱，也支付过利息。当年10月，曹兰因急
需用钱还找郭娜要回了5万元本金，郭
娜二话没说就还给了她。

2015年元月，郭娜又以长沙的足浴
城需要装修找曹兰借钱，曹兰就马上再
次借给黄莉4万元。“看她还钱时还蛮讲
信用的。”

高息诱惑他人主动借钱
除了同事，郭娜还通过亲友四处借

钱。 不明就里的人听说郭娜有资产、项
目，利息还那么高，都纷纷借钱给她。

2014年8月， 陈林的亲戚马力打电
话给他， 问他有没有钱可以借给郭娜，
对方给2分的利息。陈林开始不信，就向
马力咨询了郭娜的详细情况，比如有什
么资产和项目。听说郭娜有车行、KTV、
足浴城，陈林仍有些犹豫。此后，听马力
提到郭娜夫妻都在正规单位上班，陈林
才最终答应借钱。2014年8月下旬，他将
20万元钱转账到马力的账号上，再由马
力转账给郭娜。

2014年，刘芝的同事李佳玉多次找
她借钱，并且告诉她说利息有2分。刘芝
就转账给她10万元钱。谁知李佳玉拿借
条给她看时， 刘芝才发现借款人是郭
娜。“郭娜是我亲外甥女，KTV、 车行都
有她的股份， 你就一百二十个放心好
了。” 听李佳玉这样说， 刘芝就没再追
问。

也有人主动找上门借钱给郭娜的。
2013年7月， 曹爱云在同事处打听到郭

娜在外面做生意，借钱有2分的月利息，
3个月结一次，就联系上郭娜。听郭娜说
她投资的房地产和KTV生意还需要资
金，他就筹集了5万元钱借给郭娜。

沉溺网络赌博及奢侈消费
拆东墙补西墙，渐渐地，郭娜难以

支付高额的利息，越来越多的钱难以还
上。

王强起初并不认识郭娜，他从朋友
口中听说她为人好、 有很多资产。2014
年9月18日，当郭娜找他借钱时，他就借
了50万元钱给她。谁知后来他打电话催
促其还钱时，郭娜却说暂时还不了。

曹爱云反映，郭娜一共支付了2.1万
元利息，本金2.9万元以及其他利息未支
付。

曹兰也表示， 郭娜除给她1.68万元
利息款之外，还有8万余元本金没还。

……
2015年5月7日，郭娜所在医院众多

职工到永兴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警，

称郭娜以投资的名义骗取他们几百万
元。次日，郭娜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据了解， 自2009年5月至2015年5
月， 郭娜以月息2%至3%的高额利息为
诱饵，以投资凯博斯KTV、嘉盛车行、房
地产、茶楼等名义，先后从70余人处非
法集资925万元，除偿还本金21万元，支
付利息165万余元外， 余款被其用于个
人开支及网络赌博， 实际集资诈骗750
余万元。

据办案人员介绍，郭娜平时出手阔
绰，常出入高档消费场所、请他人吃饭、
外出旅游， 平时衣着光鲜，LV包就有好
几个。此外，郭娜经朋友介绍，还经常参
与网络赌博，据核实，其网络赌博就输
了近百万元。

法院认为， 郭娜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隐
瞒事实真相，虚构资金用途，以高利息
为诱饵，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
为已经构成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12年6个月，罚金20万元。

专家：不要贪图高收益
“普通群众要防范集资诈骗风险，

其实只要看清‘庞氏骗局’的共性，记住
贪图高收益率的结果是‘你要人家利
息，人家要你本金’。”湖南闻胜律师事
务所律师刘凯介绍，“庞氏骗局”是对金
融领域投资诈骗的称呼， 在中国又称

“拆东墙补西墙”“空手套白狼”，简言之
就是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
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
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

“因此，投资者一定要擦亮眼，不要
被表象所蒙蔽。投资理财要找正规的金
融机构，不要过分贪图高收益。”刘凯表
示，此外，政府部门要拓宽民间投资渠
道， 完善民间借贷日常信息监测机制，
引导民间借贷利率合理化，推进完善社
会信用体系， 逐步建立完善全国统一、
公开、 透明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
营造诚实守信的金融生态环境。只有通
过这些制度设计让民间资金流入正规
的实体经济中，才能发挥民间投资激活
市场的作用。

（文中人名除郭娜外均为化名）

未提前告知辞职
也不能扣发工资

问：薛某2014年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
今年1月，薛某找到了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遂立刻口头向公司负
责人提出辞职。在未得到任何答复前，薛某就不再上班。公司负责
人非常恼火，命令公司财务部门扣发薛某最后一个月工资，以示惩
罚。请问，公司能扣发薛某最后一个月工资吗？

法律专家回复：《劳动合同法》 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劳动者未遵
守此规定，确实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但劳动者在辞职前已经付
出了劳动，用人单位应该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根据劳动法律、
法规规定，在劳动关系中产生违约赔偿责任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劳
动者违反专业技术培训的服务期约定； 二是有竞业限制义务的劳
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且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薛某的不辞
而别对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因此，公司不能扣发薛某最后一个月工
资。

谎称投资KTV和车行，以高额回报为幌子，郭娜6年诈骗亲友、同事750万元———

永兴女护士长的不归路
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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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邹太平 刘训忠 刘劲萼

【案件通报】
郴州市北湖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原主任王

华受贿案， 颠覆了人们对环卫系统 “清水衙
门”的印象。

今年4月12日，北湖区纪委在官方微信公
众号“北湖清风”上发布案例警示，公布了王
华的忏悔书， 回顾了其违纪的经过。2014年，
因犯受贿罪，王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没收财产 1万元 ， 对于王华所退赃款
17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案情分析】
王华曾因工作出色被破格提拔为乡镇党

委委员、武装部部长，担任区环卫处主任后又
被誉为郴州“第一铁扫把”。

这样一个能人，却没有抵制住诱惑。

2009年5月，时任郴江镇党委委员、武装部
部长的王华被安排到市重点建设项目下桐梓
坪拆迁工作指挥部，参加拆迁安置工作。

为了与村组干部“增进感情”，王华学会
了打字牌，不知不觉便“成瘾”了。个别不怀好
意的老板便借“合股”、“借用一下”等名义，不
断拉他下水。

王华在签订合同、 免交挂靠费等方面给
他人提供“帮助”，于2010年春节前收受“感谢
费”50000元。2010年7月至8月， 王华又通过
出面帮助他人协调提高土石方价格，获得“感
谢费”5000元。

2010年底， 王华走马上任北湖区环卫处
主任。2011年，经王华签字同意列支，北湖区
环卫处与长沙某公司代表戴某签订产品买卖
合同，采购清扫车3辆和清洗车4辆，包含2010
年采购5辆车款在内，共向该公司分期分批付
清303万元。

为感谢王华的帮助，2013年春节前，戴某
送给王华4万元。同年，又安排公司员工张某
两次送给王华8万元。

案发后，王华后悔不已。他在忏悔书中写
道：“我有愧： 愧对了党对我多年的培养和教
育，愧对了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更
愧对了父母对我的期盼。我有疚：疚的是丧失
了一个党员干部的本质，没有守住底线……”

【纪委点评】

不要因“小”疏忽大意
北湖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谷群辉

从环卫系统的能人到阶下囚， 王华的忏
悔字字泣血，悔不当初！由于思想放松，染上
的赌博恶习成为其贪腐的“导火线 ”，助长了
其“贪婪之心”，一步一步踏上不归路。

一个本来前程似锦的干部因为染上赌博
而自毁前程，从“小赌”娱乐开始，慢慢被金钱
腐蚀，深陷其中，导致无法抵御来自各方面的
诱惑，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是王华的
堕落之路， 还应当成为所有为官为政者的长
鸣警钟：不要因“小”疏忽大意。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文翊）湖南省食品流通行业协会今
天邀请省市县食药监部门负责人以及专家
学者座谈，就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
长沙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以及学习新
《食品安全法》等话题进行探讨分析。

2015年4月24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被称为“史上最严”
《食品安全法》审议通过一年来，湖南没有发生

较大及以上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形势稳中
向好，守住了确保公众饮食安全的底线。

座谈会探讨分析了当前食品行业存在
的安全形势、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和区域、
如何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态势及构建共
治体系以及长沙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的
具体措施等。 大家认为， 确保食品药品安
全，需要行业自律和社会他律形成合力，市
场机制和利益导向共同生效， 需要各级政
府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共同来实现。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强天林 兰济民） 昨天， 在第21个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国防科大指挥军
官基础教育学院学员五旅联合驻地湖南烈
士公园等共建单位，开展了“诵读经典·传
承美德”读书赠书活动，组织官兵向驻地群
众赠送书籍、开展诵读经典等活动，让市民
游客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
神营养，陶冶道德情操。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
斥方遒……”在烈士纪念堂大厅，国防科大
官兵们和湖南烈士公园各分工会、当地双爱
幼儿园、燕山小学等单位一同开展了诵读经
典活动，在官兵们的带领下，全体一起深情
诵读着一篇篇经典文章。《沁园春·长沙》、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中国的希望》……一

篇篇脍炙人口的诗章， 一次次情感洋溢的
诵读， 让爱国主义的基因在人们的精神血
液中不断翻腾。在活动中，由国防科大官兵
集体演绎的情景剧《永远的丰碑》格外受到
欢迎。激昂慷慨的文字，饱含深情的演说，
生动再现了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 展现了
革命先辈壮烈卫国的英勇事迹。

由国防科大学员们组成的“赠书小分
队”手捧着厚重的书籍，向来往的行人讲述
着诵读经典的重要意义， 并为他们赠送书
籍，号召大家积极开展读书活动，不断提升
自己的文明素质和精神涵养。 学员金鑫在
活动结束后感动地说：“读史明志， 读书铸
魂，通过读书赠书活动，不仅为我们的成长
‘充电续航’， 更让我们深刻感悟到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郭秀峰 张红生

【办案结果】
因犯放火罪被判处缓刑， 在接受社区矫

正期内竟失踪长达半年。4月19日，经醴陵市
人民检察院建议，该市法院依法作出裁定，撤
销了被告人张建文的缓刑，决定对其收监，执
行原判有期徒刑3年。

【案情回放】
现年44岁的张建文是醴陵市人。2013年

8月2日，他被醴陵市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
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4年 ，缓刑考验期限
从2013年8月13日起至2017年8月12日止。张
建文于2013年8月16日到醴陵市司法局报到
办理入矫手续 ， 接受社区矫正 。2015年6月
起，张建文便一直未到社区矫正机关报到，也
没有参加学习和教育，长期失联。该市司法局
得知后，多次通过信函、电话和上门走访方式
联系张建文家属， 督促其尽快向社区矫正机

构报到，均未果。该市司法局于2015年12月
10日以书面形式建议法院撤销对张建文的
缓刑。

【检察官说法】
参与办理此案的醴陵市检察院监所科科

长张红生介绍，我国《刑法》第75条规定：被宣
告缓刑的犯罪分子离开所居住的市、 县或者
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的司法解释》458条规定：罪犯无正当理
由不按规定时间报到或者接受社区矫正期间
脱离监管， 超过一个月的， 应当作出撤销缓
刑、假释的裁定。本案中，张建文在缓刑考验
期内长期失联，一直未到社区矫正机关报到，
参加学习和教育，情节严重，应撤销缓刑，收
监执行。

【温馨提示】
判处缓刑，并不意味着在考验期内不再违

法犯罪就没事。若在缓刑期间长期外出，亦应
事先进行审批并坚持每月主动接受矫正机关
的管理和教育，否则若图省事玩“失踪”，即使
未违法犯罪也可能会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

知识产权案件
调撤率逾4成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
员 文闻）4月22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知识
产权审判新闻发布会，发布2015年度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状况。

2015年，我省法院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
护政策，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在加
大侵权赔偿力度、完善快速维权机制、充分适
用新的证据制度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共受理
知识产权案件3675件，审结2465件。其中，受理
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2882件， 同比增长
35.4%；民事二审案件193件，同比增长34.2%。

我省法院注重探索精细化赔偿计算方式，
依法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力度。充分考虑知
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综合适用证据规则保护
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尽量缩短诉讼周期，及时
维护市场主体合理的市场份额。明确新的商业
模式下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做到对新商业模
式的引导、保护和规范。尊重知识产权市场主
体的协作选择，努力促成有条件和解的知识产
权合作项目。全省法院全年调解和撤诉知识产
权案件1130件，调撤率达到45.84%。

三湘风纪

专家探讨构建食品安全共治体系

诵经典 传美德
国防科大联合驻地开展读书赠书活动

4月24日，观众好奇地观看各式新型农用无人机。当天，“互联网+农业服务”无人机展
示活动在长沙举行。各种智能化环保型农用无人机“争奇斗艳”，让观众大开眼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曾艳 摄影报道

瞧瞧，农用无人机啥模样

以案说法

缓刑期间玩失踪，收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