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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公安局成功摧毁一
个以投资平台为依托的网络诈
骗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65人，共刑事拘留53人。6月13
日，警方通报了案情。

警察卧底查网络诈骗

2017年以来， 长沙县警方
在清查辖区范围的金融交易类
单位时， 长沙金仕达商务咨询
公司的经营模式异常， 引起了
警方的注意， 该公司约有20余
名员工，大门时常紧闭，但房内
时常传出业务员使用电话推销
的交流声， 种种迹象显示此公
司极有可能是一处电信网络诈
骗窝点。

根据公司网上招聘信息，
专案组安排侦查人员， 通过应
聘进入该公司探明情况。

经卧底调查， 掌握了该公
司依托“东恒国际理财平台”，
通过网络聊天工具招揽客户到
平台投资交易， 用反向行情致
使受害人投资亏损， 从中获取
利益的犯罪事实。

多路抓捕嫌疑人65名

民警调查发现， 平台通过
长沙宝铭网络科技公司在网络
上发布， 后发展长沙金仕达公

司和湖南百弘网络公司为代理
商，合谋诈骗投资者资金。同时
通过对长沙金仕达公司法人邹
某程等嫌疑人的资金流向进行
跟踪调查， 发现其与胡某磊有
大额资金往来， 而胡某磊正是
“东恒国际理财平台”持有人。

3月29日，民警兵分多路实
施抓捕，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扣押作案手机100余台、电脑32
台，冻结涉案资金100余万元。

扮“白富美”招揽客户

经查实， 2017年5月，胡某
磊出资组织人员开发、 搭建东
恒国际理财平台后， 通过网上
招聘员工，由业务员冒充“白富
美”等第三方投资者身份，以加
微信、QQ好友等方式与全国各
地客户联系， 通过情感引诱取
得客户信任后， 向客户推荐外
汇投资， 谎称有分析师提供行
情指导， 并发布虚假的盈利截
图以及一些金融行情， 诱骗受
害人在“东恒国际理财平台”开
户交易， 由分析师提供反向行
情致使投资人亏损， 并诱骗客
户加金、加仓及频繁操作，从中
获取利益。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查深挖中。

■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文坚

注销公告
长沙靖和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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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胡琳 电话 15873131420

注销公告
长沙市飞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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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智威，电话 13808479128

遗失声明
国网桂东县供电分公司工会委
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8143
1027MCK585897L）遗失湖
南桂东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开户许可证，账号 90
1100016700066470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安全技术防范协会(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143000050
1427424F)遗失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刘海铭（父亲：刘志华，母亲：谭
志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5396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珊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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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珊珊,电话 15842840588

遗失声明
新宁县惠民新能源有限公司遗
失新宁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管
理局 2017年 03月 01 日核发的
91430528MA4LF7PB3L 营 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夫子殡葬文化与教育促
进中心遗失税务（国税）登记
证副本，税号：430111599411
3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飞舟船舶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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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玲辉 ,电话 13755102088。

遗失声明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 0039 银行保险合同 2 份，号
码 为 ：0039010000505529 -0
039010000505530；遗失吉祥
100（2015）卡单 1 份，号码为：
900317321431；声明作废。

七里松风电场工程位于湖南省
益阳市赫山区和桃江县交界区
域，拟安装 32 台风力发电机组，
总装机规模 70MW。 风电场配套
新建 1 座 110kV 升压站。 工程建
设总工期为 15 个月。 项目委托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中广核益
阳七里松风电场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表》，现向公众征求意见。
联系电话：陈立 13467678488；
邮箱：22048021@qq.com。
公示发布单位：

中广核益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8 年 6月 14日

中广核益阳七里
松风电场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公示

◆陈妙涵（父亲：陈子超，母亲：舒
丽媛）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1051186，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巧师傅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任凯，电话 13907308689遗失声明

湘阴县双桥混凝土预制构件有
限公司遗失湘阴县食品药品工
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5 月
26 日核发营业执照，统一信用
代码 91430624MA4LE6XQ9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世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4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396642252B，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金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
码：91430600320627689P）遗失法
人（李庆利）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五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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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礼平,电话：15974168369

注销公告
长沙卡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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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海鳖 电话 13297413601

注销公告
湖南盈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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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李朕， 电话：18153785106

◆杨丁琴子（父亲：杨彬，母亲：
丁秒秒）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29671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通达管业制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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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秋萍，电话 13037493219

遗失声明
朱煌梅遗失由平江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5 年 3 月 25 日核发
的个体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626600316071；声明作废。

◆吉首市杨君(女，父亲:杨明科，
母亲:张茂梅)出生证明遗失，身
份证号码 433101200311115528，
特此声明原出生证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致远鑫诚科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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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李义刚 电话 15149308181

遗失声明
长沙鼎韩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3344722883D）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票发票一份，发
票代码：4300172320,发票号码：
037718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鸿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专用发
票 2 张，发票代码:4300163130，
普通发票号码 :01287527，专
用发票号码:03931955、0393
1969，声明作废。

延期拍卖公告
原定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 10 时在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上
拍卖的平江房产共 4 个标的，
现延期至 6月 30 日 10 时开始。

遗失声明
慈利县东岳观镇农业技术推广
站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06 年 12 月 13 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4308210000050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乡晓令眼镜销售有限公司（宁
乡）登记内备核字（2018）第 3459
号，经股东会议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袁晓平 联系电话:13055170023

遗失声明
新田县龙泉镇青山脚村民委
员会遗失段良炳私章一枚，
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华融湘
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分行
与债权受让人深圳前海宇汇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华融湘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分行将
其对债务人洞口县度量衡商业
运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担
保人易文仙及曾祥旺享有的，债
权本金为 3000万元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
关附属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本息、诉讼保全费等）依法转让
给债权受让人。华融湘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邵阳分行特此公告
通知与该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
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立即
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主债权合同、
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
阳分行 2018年 6月 14日

清算公告
湖南西子速捷电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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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江，电话：13587718588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净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彭苗，电话:18182015859

◆陈力繁（父亲：陈世立，母亲：张
曼曼）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042373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湘潭宏盈达物资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1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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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邓波 18673222655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天为大百草大药房遗
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3年 4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31381600102056，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铁路房建实业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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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电话：13873413084

◆王子沐(父亲:王升翔，母亲:
柴妙茜)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P4301463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和聚轩餐馆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1 份，发
票代码 :043001700107， 发 票
号码:14049480，声明作废。 撤销注销公告

湖南川益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本公司未进入清算程序，
准备继续营业，2018 年 4 月 11
日在《三湘都市报》上刊登的
注销公告作废。 如有不实，一
切后果均由本公司承担。
联系人：杨琴，电话 13873600763

遗失声明
凤凰县万全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国顺遗失就业失业证，证号
4310230013000446，声明作废。

◆赵淑河（430682196805112363）
不慎遗失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和顺
苑 8 栋 402 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缴款凭证第 2 联（2010）NO.0056
5920，契税第 3 联（2010）湘地契
完 N0.0000413571，声明作废。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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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父亲:黄从纳，母亲：徐
雪堂)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号
码：O431010270),声明作废。

◆苏文标遗失湖南大学工商管
理专业硕士学位证书，证书编号
1053232006S00002，声明作废。

◆杨硕（父亲：杨卫平，母亲：唐红
霞）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421786，声明作废。

◆熊贵菊遗失湖南商学院商务
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证
号 201610554201978，特此声明。

◆唐浩明（父亲：唐志刚，母亲：田
新华）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498296，声明作废。

◆温骏航（父亲：温建清，母亲：庄
碧兰）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828453，声明作废。

◆彭泽轩（父亲： 彭德智，母
亲：丁利军，）遗失出生证，编
号:L4305349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如美金安实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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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李义刚 电话 15700740472

遗失声明
湖南新纪元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李付亮遗失一级建造
师注册证书， 证书编号：
00103626， 注册编号： 湘：
143060801972，声明作废。

◆廖展弘（父亲：廖刚华，母亲：罗
斌兰）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430040568，声明作废。

◆黄梓轩（父亲：黄小雨，母亲：黄
美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P431079672，声明作废。

◆张馨艺（父亲：张天侠，母亲：朱
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P4303404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鸿奥打字复印社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
发票号码 230101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泸溪县兴沙法律服务所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泸溪县支行核发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692000
135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司不慎遗失吉首-津市班车
铝制线路牌一块，车辆牌号：湘
U18308， 班线牌号：140082，特
此声明作废。

湘西州汽车运输总公司
2018年 6月 14日

遗失声明
袁樱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7年
12月 8日核发 92430382MA4M
29EGXC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理财职员扮“白富美”引诱客户投资
长沙县警方“卧底”打掉一网络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人，刑事拘留53人

本报6月13日讯 11日下午，
株洲石峰区一名3岁男孩往马路
对面跑，被一辆小货车撞倒后卷
入车轮身亡。

监控视频显示，11日下午5
时许，一辆黑色越野车停在株洲
石峰区铜藕路一侧，鹏鹏（化名）
的父亲下车后正在车旁低头看
手机，坐在副驾驶座的鹏鹏自己
打开车门，跑向马路对面。此时，
一辆厢式货车正与一辆白色越野
车会车，货车随后撞倒了从白色越

野车后方跑出的鹏鹏，孩子倒地后
被卷入车轮。

事发时， 鹏鹏的父亲就在2
米外，急得丢掉手机施救，孩子
最终因抢救无效身亡。 据了解，
鹏鹏今年3岁， 其父亲在附近开
了一家工厂。 石峰交警大队事故
中队民警张丁分析，事发时两车
会车， 货车司机处于视线盲区，
导致了悲剧发生。同时，家长也
存在疏忽，不应该让孩子独自留
在车内， 也没有锁好儿童安全

锁， 导致孩子自行打开车门，孩
子下车后家长还没有及时发现。
目前， 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记者 杨洁规

父亲低头看手机，3岁儿子横穿马路被撞身亡

（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6月13日上午，长沙市人
民防空办公室在长沙消防支
队特勤训练基地举行长沙市
人防专业队授旗授牌仪式暨
联合演练，信息网络防护、通
信警报、 医疗救护等11支专
业队被授牌授旗， 其中伪装
设障等3支专业队进行了联
合防护演练。

记者 张洋银
潘显旋 摄影报道

人防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