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8日，在巴西亚马孙州首府玛瑙斯，防暴警察准备进入发生暴乱的监
狱。2017年伊始， 巴西监狱接连发生暴乱等致大批囚犯非正常死亡的恶性事
件。在进入新年不到一周时间里，就有超百名巴西囚犯丧生。 新华社 图

连线美国联邦检察官10日
宣布，中国“红色通缉令”
三号人物、 贪官乔建军的
前妻赵世兰本月9日承认
为了携赃款潜逃美国而欺
骗美方移民官员， 其在美
多处房地产将没收充公，
估计总价值2800万美元。

《洛杉矶时报》11日援
引赵世兰与检方达成的认
罪协议报道，将被没收的房
产是在华盛顿州纽卡斯尔
市的一座住宅，在纽约市皇
后区法拉盛的一处公寓，在
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帕克
市的4处地产， 包括一家超
市、一家小客栈、一栋公寓
楼及其旁边的一块空地。检
方证实，已知其中大部分房
产、地产是用乔建军贪污的
公款购买。

检方在一份声明中
说， 这些房地产以及赵世
兰缴纳的2.5万美元保释金
可以用于支付赔偿金或法
官最终裁定的罚款。 根据
美国联邦调查人员的调
查， 乔建军和赵世兰潜逃
时向美国的银行转移了大
约400万美元赃款。

法庭文件显示， 赵世
兰现年53岁， 纽卡斯尔市

居民， 在申请EB—5投资
移民签证时谎称与同为53
岁的原中储粮周口直属仓
库主任乔建军是夫妻关
系。 这一签证项目允许以
对美国企业投资50万美
元或100万美元换取本人
及其家庭成员赴美。

而赵世兰与乔建军早
在2001年就在中国登记
离婚。检方声明说，赵世兰
向移民部门提交了乔建军
伪造或获取的证件， 包括
假的结婚证和证明投资款
来源的文件。

法庭文件还显示，赵
世兰向美方移民官员撒
谎， 掩盖所谓投资款的真
实来源， 声称这笔钱来自
她在两家中国企业所持股
份。实际上，她根本没有在
乔建军在河南省周口市
“开办” 的两家面粉厂投
资，这两家企业也是假的。

美国《侨报》网站10日
报道， 赵世兰向美国移民
部门谎称向美国企业投资
50万美元， 而这些所谓的
“投资”不过是购买了西雅
图市附近纽卡斯尔的那处
住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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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玲玲不慎遗失失业证，编号
：4312220015000087 声明作废。

全省范围内有分类广告承揽经
验的团队或个人均可申请分
类广告代办。 详询请拨———
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鼎极文化（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诚招全省分类广告代办点

无名氏，男，自述王
成森，云南人，下身
残疾。 于 2017 年 1
月 7 日在长沙市芙
蓉区被长沙市火星
派出所发现， 于 1

月 7 日在医院因病抢救无效死
亡。现发布认尸启事，望其家属
和知情人士在登报之日 30 日
内速与我站联系。 逾期我站将
按有关规定处理。
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认尸启事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音乐学院音
乐学专业毕业生陈婧熙遗失报
到证，证号:20161230320401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唯高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由茶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8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91430224MA4L4UH48W 副 本 及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茶陵支行 2016
年 6 月 13 日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5523000446301； 机
构信用代码证正、副本；另遗
失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
茶陵城南营业所的预留印鉴公
章、财务专用章和曾萍哲法人
私 章 各 一 枚）； 以 上 证 件 ，
特此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艺术三和医疗美
容门诊部现要变更 2013年 4 月
26 日由长沙市芙蓉区卫生局核
发的，登记号为 748359419430
10519D1501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法定代
表人，法定代表人由雷明盛变
更为雷功伟，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决议解散公司，为保护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
人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13974060806 李家政
华容家顺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遗失声明
长沙麓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资
质正、副本遗失，编号 :湘建
房（长）字第 1334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耒阳市耒鑫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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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贺冬飞，电话：18374738888

遗失声明
永顺县湘群茶油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原永顺县工商局 2015 年
11 月 9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
33127000048413 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声明作废。

◆周民主不慎遗失由祁东县国土
资源局玉合国土资源分局核发
的编号为 631420 号（集体）
土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懿德典当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由商务部 2012 年 4 月 9 日
核发的编号为 43197A10011 的
典当经营许可证正本，声明作废。

通 知
陶巍先生:我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9 日接到涟源市公安局涟
公(金)强戒决字（2016）第 0347
号通知，《通知》 决定对你强制
隔离戒毒二年(自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9 日)，
根据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管理实施细则第六章
第二十六条规定， 公司决定自
即日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
特此通知。
湖南中石油昆仑湘娄邵天然气
输配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2日

遗失声明
湘乡市潭市卫生院遗失 2013 年
的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
算收据一本，号码 03819801-
03819825，声明作废。

◆严芳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6231980022222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美达客运有限公司遗失湘
A67818 道路运输证，号码为 43
01211000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永康堂大药房新
开铺店遗失废票两份，发票代
码 4300164320,发票号码：039
47193、039471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谢友良健康咨询
服务部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2 份,代码 4300163320,号码
01900552,019005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优尔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1份,发票代码:4300141620,发
票号码:0091477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恒广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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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
源市芙蓉南路大元街，联系人：
吴建东，电话 15502555999。

注销公告
株洲东明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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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吴伟明,电话：15886372636

注销公告
茶陵县马岭花炮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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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人：张雪生,电话：13974122527

◆李钰杰遗失长沙市芙蓉区芙蓉
南路房屋产权证，权证号码 7
11098769，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宏吉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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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胡博 电话:13071205231

遗失声明
宗志超王罗遗失在明发国际城
购买的 2 栋 2 单元 404 房的购
房契税发票 ，编号 14105125189，
金额 7333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跳跳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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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人：魏玉林，电话 82274026

◆彭买良遗失位于幸福里家和院
2 栋 1305 契税收据，编号 .9006
986。 金额.9422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明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12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675592219T，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在这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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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刘仲儒，电话 18974846699

遗失声明
岳阳市睿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
分局 2015 年 7 月 14 日核发注
册号为 430601000019649 的营
业执照正本； 中国银行岳阳分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
0002547901； 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 G1043060100254790H，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玖一财富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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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戴勇 电话:15874248616

注销公告
长沙瞬即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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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杨琳，电话 13875970097

◆李松谕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3
211991052112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县金盛油茶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由望城县地方税务局 20
11年 1 月 17日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为 4301225530
42542；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魔都音乐酒店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
代码：4300164320，号码 1379
24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信义电脑耗材经
营部税号 430122198409102118
遗失未开具的湖南省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三份，发票代
码 143001510338 发票号码 0175
9578，01759579，01759580。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湘潭汽车运输总公司遗失
旅游客运经营许可证明，车牌
号码湘 C76688，声明作废。

◆崔峰遗失云溪区胜利沟一区 11
栋 403土地证一本（岳云国用
（2008）字第 0201000057号），
声明作废。

◆方财遗失湖南省长沙医学院毕
业证书，编号 1082312012054
54621,声明作废。

◆张永芳遗失湖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核发的 C 证，证号：湘建
安 c(2011)040000278 声明作废。

公司分立公告
湖南大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 600 万元。 根据
公司股东会决议， 将湖南大地
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造
价咨询资质分立新设。 通过公
司存续分立方式，分立为“湖南
大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和“湖南鑫楚大地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分立后的存续公
司注册资本为 600 万元， 新设
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 原

“湖南大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存续
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湖南大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21 日

遗失声明
湖南富元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3年 1月 9 日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
11000178378； 组 织机构 代 码
证正、副本，代码 06012773-2
；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11060127732； 增 值 税 普
通发票 2 份，代码 1430013101
28号码 16971801，代码 143001
310128号码 16971802，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周强餐馆错开增
值税普通发票二张，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发票号码:0509
6254、05096255，声明作废。

◆李钰珊遗失长沙市芙蓉区芙蓉
南路房屋产权证，权证号码 71
1098768，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嘉美园林景观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公告声明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为企业、个人提供大额资金支持，
地产、矿山、农牧林业、生产
企业等。 轻松解决资金难题

鑫合财富大额直投

详询：400-837-8677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万利大型搬迁专业拆装特价
85360929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广告信息

中青旅山水酒店已正式接管五
一大道民航大酒店，并规划进
行整体升级改造，现酒店商业
物业诚招金融餐饮咖啡西餐休
闲娱乐等。 13417447788李总

商业物业优惠招租

美国微软公司网络安全团队
两名员工近日将东家告上法庭，
他们在诉状中表示， 因工作中需
要查看大量儿童性侵、 谋杀等相
关网络照片和视频， 两人出现严
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他们指
控微软公司没有为从事此类工作
的员工提供“足够的心理支持”，
寻求公司进行赔偿。

面对两名员工的控词， 微软公
司拒绝作具体评论。不过，该公司在
一份声明中强调，“对于从事审查、
删除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儿童性侵等
网络画面的员工， 其健康和安全是
公司的重中之重”，公司每月会对这
些员工提供适当的心理支持。

如果这两名员工最终胜诉，该案
将对整个行业带来影响。■据新华社

美没收外逃贪官乔建军前妻房产
估计总价值2800万美元，包括一座住宅、一处公寓、4处地产

检方2015年3月对乔建军和赵
世兰提出正式起诉时， 罪名包括洗
钱和移民欺诈。赵世兰同月被捕，拒
绝认罪，但为了避免重刑，最终选择
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

赵世兰9日在律师柯克·戴维斯
陪同下来到位于洛杉矶市的加利福
尼亚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 向法官
认罪， 法官接受了赵世兰与检方上
月21日达成的认罪协议。

《侨报》说，根据这份协议，赵世
兰承认犯有共谋实施移民欺诈罪，检
方则把洗钱罪改为跨州跨国转移被
盗资金罪，而洗钱罪可判处25年监禁。

这意味着，赵世兰将面临最高5
年监禁和3年狱外监管，由于她没有
加入美国国籍， 刑满后可能被遣返
中国。

法官斯蒂芬·威尔逊说，法庭定
于今年11月6日就赵世兰案宣判。

乔建军和赵世兰被起诉， 是美
国在中国宣布“猎狐”行动后首次起
诉中国外逃贪官。 在中美尚未签署
引渡条约的情况下， 这一案例为中
国追逃追赃提供了新思路。

美国检方说， 中国最高人民检
察院和公安部为美方调查提供了协
助。乔建军眼下依然在逃。

赵世兰认罪换轻判

微软网络“鉴黄师”状告东家

巴西监狱接连发生暴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