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腐没有“纸牌屋” 中央纪委拿《芈月传》说事儿
证实四川省省长魏宏涉嫌严重违纪正在反省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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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酒店设备空调
厨具桌椅电器13607480245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如意88888859

老品牌值得信赖
公司搬迁居民搬家

便民服务 搬家●

诚信快捷 区域不限 大额资金
专业承接房地产开发， 土地，工
程项目；各类矿产资源，电站，酒
店，学校，林业，种养殖业，大中
小企业等投资贷款（寻居间代理）

奢鑫投资集团

023-67833777 13648418884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 用 13787284183信用卡办理

寻优质项目合作、投资、借款，
土地开发、房地产、在建工程、
矿业、工厂、农业、养殖、酒店等。
轻松解决企业及个人资金困难，
200 万起贷，手续简单，区域不限。
028-87717157、87772726

大额资金 佳隆直投

理财 咨询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6 年 1 月 13 日湖南活天
下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
减至 500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
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债权人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 :
15608496666联系人:唐凯
湖南活天下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16日

减资公告
根据 2016年 1月 15 日湖南浏阳
河水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
减至 50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
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地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
86号鑫天大厦 1203房
邮编:410000 联系人:唐凯
联系电话:15608496666

湖南浏阳河水业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16日

注销公告
宁乡鑫辉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宁乡县流沙河镇罘罳村新华组
联系人:娄朝辉,电话 18774893088

◆陈晓燕遗失户口内页， 身份证号码
4301031975062605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太平洋人寿保险衡阳中心支公司
遗失 2015年单证，代码 2251802
号段 100309,101003,101071,
101201,103011共 5份，声明作废。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增发后

白发前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韩艺家
HAYIJA 公 告

湘 A822CR 彭小良、湘 A8GZ
50 周洪炼、湘 CG8953 湘潭纺
城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驾
驶员：刘赞）：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 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己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未来领
取，则视为送达。（地址：长沙市
芙蓉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
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1月 16日

公 告
湘 A5QX01 贺映兰、湘 AML
800李文、湘 A2TE06 彭旺琴：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己作出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请你
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单位领取《行政强制执行催告
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为送
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
路 7 号，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1月 16日

公告 声明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源自美国技术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 发
一根根“植入式”增
发， 哪里稀少补哪
里，少多少补多少，
不伤头皮。 现场 1
小时一次性解决各
种脱发、头发稀少、
伤疤、斑秃、白发人
群头发终身问题。
增发后如自身生长
头发，能排油排汗，
自由呼吸、 睡觉洗
头打球都不掉。

鼎尚风彩

凭此广告现场体验、免费赠送 500根
www.dnsfc.com0731-85131218

地址：长沙市五一广场新世界百货湖南供销大厦 2001室

家人陪同不上当，比效果，比价格，比保障，货比三家不吃亏

增发前

增发后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QQ：2953974391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株洲中心支公司：任我行交通
工具意外伤害保险单（任我行+
医疗，pos热敏纸） 2001816, 20
14年, 2718370, 2718357-58、2
718260、2718246、2636000、266
0402、2661627、2659003、26590
01-02, 、2661940-2674600、266
1215、2655001、2661001、26606
01、2660206-07、2660203-04，2
660826、2660801、2661601-02、
2661403、2661211、2661208-09，
2661201、2660402、2635801、26
36766-2637200、2636745,任我行
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单（任我
行+医疗，pos热敏纸） 2001816,
2013年，1889001、1888980、188
8964、1888817、1888660、188862
9、1888410，1888403、1888324、1
888271、1888210、1887007-08、
1881806-07、1881192-93、18739
18、1873878、1873861、1873722、
1873718、1873677、1871998-20
00、1889409、1889019、1887903、
1887962-63共 13158份，驾培学
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定寿）
2257602,2014年, 111676、 10977
2、78221、67201-02、66302、6480
3、66301、66000-1、64702、6443
3-34、64401-05、64417、64701、
64801-02、64501共 22份，家庭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5名
被保人）POS机 2001205, 2014
年, 263685-700、64701-04、408
98-900、263096、263100、2894-
2900、322742、322747-48、32247
6、263600、322302共 38份，驾意
险（个险 99＋医疗）pos 机长沙

遗失声明 2001003, 2014年,1-100共 100
份, 安贷宝通用版空白单证 30
00031, 2014年, 416356、41614
4、415855、 415801、415772、41
5642、415551-52、415520、4154
53、415299、 415197、414803、4
07598-600、416654、416500、41
6465、416362-63、 1345728、41
6659、414738、414743、414797、
414588、414565、414550、 4076
53、407571、407481、407001、40
7251-52、407135、407162、 407
176、407183、406594-95、40657
9-80、 406572、406570、406565-
66、406562、405978、405907、40
5852、405651、405708、 405713、
405823、405804、405799、405615、
405534、405230、405075、404970、
405520、405504、1346614、417256、
417243、417222、405575、405573、
405461、405457、405453,安贷宝
通用版空白单证 3000031, 2013
年，370124-27、 368765-66、 36
8053-54、 367947-48、398091、
398085、397986、397973、397941、
397787、397738、397725、397723、
397591、397559、397545、397541、
397534、397479、397435、397329、
397232、397205、370181、370142、
370140、370120、370113、370042、
370031-32、369948、369533、369
396、369381、369274、368902、36
8762、368729、368693、368508、3
68383、368369、368355、368277、
368201、368113、368082、368065、
367935、367930、367919、367916、
367770、367637，367683、367511、
367480、368533共 136份，乘客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250703，20
13 年 ，3717659 -3718732、36246
44 -3626000、3622595 -3624000、
3513906 -3514000，乘客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 2250703，2012 年，
2080001-2080040 共 3972 份，银
（信）保通全空白保单（短期险
专用） 3000016，2013 年，78639-
78640、14157 -81、84401 -84450、
54955 -54970、54790 -54850、937
29-93770、14182-14230、32519-
32520、14259 -14260、5335 -5350
共 238 份，湖南保证金 300 元
6250204，2014 年，1010、1004-05
共 3 份 ，家庭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0 元）251207,2015 年：35、51-5
3、60-70 共 15 份，母婴安康综合
保障计划激活卡 250202，2015 年：
242、246-249 共计 5 份，驾培学员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257604，2015
年 ：12101、14966、19921、19987、83
648、83755-83756 共 7 份，旅客交
通意外伤害保险单 2251802，2015
年 ：106001、107632、107802、10860
5-07 共 6 份，安贷宝 3000057，20
14 年 666614。 ；银保通长险专用多
页保单页（数字签名），单证代码：
3000055，年份：2014：300603、611-
615、624 -625、629、630、641 -645、
648、658 -660、681 -700、713、714、
716-720、573051 -573055、银保通
长险专用多页保单页（数字签名），
单证代码：3000055，年份：2015：
38801 -39040、38701 -38800 共 380
份。 若以上单证出险，太平洋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
任何责任，特此声明作废。

针对市场对于融资融券
客户平仓的担忧， 中国证监
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5日说，
目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客户
整体维持担保比例远高于平
仓线，风险总体可控。

融资融券日均平仓近
6000万元

邓舸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说， 前期证监会对证券公
司融资融券业务采取了调高
保证金比例等降杠杆措施，
这些措施对于防范融资融券
业务风险、 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证监会数据显示， 截至
2016年1月14日， 融资融券
余额1.01万亿元， 平均维持
担保比例约250%。维持担保
比例低于平仓线（130%）的
负债合计20.2亿元， 占全部
融资融券客户负债的0.2%。

“触及警戒线或平仓线
的一些客户， 采取了追加担
保物等方式避免了强制平
仓。”邓舸说，今年以来融资
融券业务日均平仓近6000万
元，比去年下降约40%，在全
市场交易量中占比很小，对
市场影响有限。

尚未有上市公司大股东
质押股票平仓

针对大股东质押股票被
平仓的问题，邓舸说，根据证
监会掌握的数据，截至1月14
日， 场内股票质押业务低于
平仓线的融资余额为41亿
元，占整体规模的0.6%，多数
借款人通过追加担保物等措
施消除了平仓风险， 目前整
体平 均 履 约 保 障 比 例 约
280%。截至目前，尚未出现
上市公司大股东因股票质押
回购业务而平仓的情况。

他补充说，此外，该项业
务主要参与方为上市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根据《上市公
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市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在3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1%，因此，该项业务
的违约处置一般通过协议转
让、大宗交易或司法过户等方
式进行，对市场的影响有限。

不过，他表示，需提醒上
市公司和相关金融机构，要
进一步做好风险管理， 控制
可能的业务风险。

■据新华社

国务院新闻办15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 邀请中央纪委负责人就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回答
中外记者提问。

“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演讲谈
反腐的时候说， 中国没有‘纸牌
屋’，但是外面传说王岐山书记挺
喜欢这部美剧。”这是美国有线电
视（CNN）记者的提问：在中国国
内和国际上都有人认为中国反腐
是政治工具， 为现任领导人领导
层打压他们政治上的挑战者，为
他们扫除政治障碍， 请问您对这

种评论或者是看法有什么回应？
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在正

面回应“我们没有什么权力斗争，
没有什么‘纸牌屋’”后，突然提到
《芈月传》。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芈月
传》，在那个时代有一本书叫做《吕
氏春秋》，其中有一个故事《疑邻盗
斧》。”吴玉良开始讲故事：有一个
人丢了一把斧子， 老怀疑邻居偷
了，看他走路的姿势，看他表情，甚
至说话， 都怀疑偷了他的斧子。第
二天找到斧子了，再看邻居走路的

姿势也不像了，说话也不像了。
吴玉良说，这是一种先入为主

的错误观点。 带着这种观念或者
“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事情，往往
就会得出一个扭曲的结论，认为你
们国家反腐败是法治的表现，我们
中国党内反腐反而就是权力斗争
了。这就像《疑邻盗斧》一样。

有记者问及网传四川省省长
魏宏失联是怎么回事。 吴玉良证
实，魏宏涉嫌严重违纪，正在反省
思过， 下一步将根据违纪的情况
作出相应的处理。 ■据新华社

证监会：融资融券风险总体可控
客户整体维持担保比例远高于平仓线

1月15日，在德国柏林，一名工
作人员在“绿色周”国际食品农业园
艺博览会的荷兰展区展示奶酪。

当日，一年一度的德国“绿色周”
国际食品农业园艺博览会在柏林开
幕。 本次展会于1月15日-24日举
行，摩洛哥是今年的合作伙伴国。

新华社 图

“绿色周”国际食品农
业园艺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