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6日，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寨，瑶族同胞在泥塘里举行抢鸭子活动。
当天是瑶族同胞一年一度的“洗泥节”。洗泥节又叫苦瓜节，每年春耕忙种之后的
农历五月十三，起源于唐代，流传于湘桂粤交界的100多个平地瑶村寨。 黄海 摄

泥塘狂欢庆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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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国遗失执业（2003年通过）
药师证，证号 0043742，声明作废。

◆张皓宇(父亲:张福建，母亲:
李滔)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O430973696，声明作废。

◆姜煜皓（父亲：姜昆，母亲：聂
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180133，声明作废。

◆雷雨晨（父亲：雷海斌，母
亲：曾雪连）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P430942565）,声明作废。

◆张博浩(父亲：张为清，母亲：彭
建琴)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484373，声明作废。

◆肖宥萱(父亲：肖进，母亲：王宁
香)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028438，声明作废。

◆商博(父亲：商志强，母亲：刘利
华)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43039459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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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花垣县自来水公司（税号 9143
3124189680387X）遗 失 由 湖 南
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发票代码 4300173320，发票号
码,19174215，共有 1份发票，声明作废。

◆何子轩（父亲：何亮，母亲：
汪妙） 出生证遗失， 编号
Q430632442，声明作废。

◆钟煜杰（父亲：钟才龙，母亲：
蒋玲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10867，声明作废。
◆黄俊杰（父亲：黄伏军，母亲：
聂菊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1081537，声明作废。

◆刘桐瑄（父亲:刘正红，母亲：彭
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669616，声明作废。
◆陈惟楚（单亲，母亲：陈美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621218，声明作废。

◆周嘉玲（父亲：周少文，母亲：
李双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P430393718，声明作废。
◆颜子睿（父亲：颜强，母亲：苏意
涵）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334331，声明作废。
◆康楚妍（父亲：康水平，母亲：何
燕）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86052，声明作废。

◆游名豪遗失湖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证号 108301201
806004443，声明作废。

◆郭瑾萱（父亲：郭俊贤，母亲：
明芬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证明，
编号：L430535029，声明作废。
◆何谭柔佳（父亲：洪家武，母亲：
何华丽）遗失湖南省出生证明，编
号：L430301145，声明作废。

◆王海军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000659，声明作废。

◆曾辉遗失万科魅力之城收据号:
43008849，金额:265993元；收据号：43
008850，金额:2万元，声明作废。

◆刘晞然（父亲：刘亮，母亲：余杨
婷）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53591，声明作废。

◆中南大学黎进（身份证号码：
513001197904011230）遗失报到
证，声明作废。

◆夏劲松(430481196207240579)遗
失由耒阳市国土资局颁发的土地使
用证，耒国用(2008)第 352015 号，
现声明作废。

◆王天图(父亲：王文海，母亲：郭
亦曼)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1010423，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朱磊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7105362001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岭北富强船舶制造有限
公司遗失湘阴县工商局 2010 年
11 月 18 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624000009499 ，
遗失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字 43062456590
6117 号，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 56590611-7；声明作废。

日前， 长沙某高校多名学
生向三湘都市报反映，三年前，
一名学长向40余名学弟筹资办
了一个驾校。40余名学弟出资
少则两千，多则四万，集体成为
了众筹驾校的小股东。去年4月
份，股份“解禁”，现在准备拿回
自己的资金，却遭到了拒绝。

师兄弟合伙办驾校

小乔是长沙某高校大四学
生。2015年初， 小乔在校外兼
职， 认识了同一个学校的学长
赵先生。 小乔与赵先生偶然聊
天得知，学长有创业的想法，准
备众筹办一所驾校。

“学长承诺了每年会有
10%到40%的收益。” 小乔说，
出于对学长的信任， 抱着锻炼
的心态选择了入股。于是，小乔
和学长赵先生签订了股份协议
书，时间是2015年4月24日。

协议上显示， 小乔在长沙
市学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
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元， 占公
司总股本0.05%。股份代持有时
间至少两年以上， 两年到期之
后，可在乙方同意下随时退股。

小杨和小乔一样， 被众筹
驾校所吸引，“当初一个同学告
诉我， 学长弄的这个项目每年
返利很可观。”小杨抱着试试的
心态向家里开口借了些钱，共
拿了3万元放在驾校里。“其实
每年是固定10%的分红。”小杨
说，驾校每年10月份分红，这几
年自己共拿到了6000元的分
红，今年的还没有拿到。

入股容易退股难

今年上半年， 毕业在即的
他们，想把投入的资金退出来。

但大多都被拒绝，“只有一个同
学的股份是转让给别人了。”

今年上半年的一次股东大
会上， 驾校负责人赵先生称入
股资金会以“分期付款”的形式
退还， 每期的金额是总股金的
5%。小乔说，自己已收回来了
300元。

但此后，赵先生又以“公司
扩张需要资金” 等理由停止退
款。6月5日，赵先生说，由于资
金紧张， 所有对外项目结算一
律停止。

“从2015年到现在， 我们
一次都没有看到过驾校财务报
表。”小杨还说。

驾校：退股分步进行

据了解，在校学生们入资的
这所驾校注册资本300万元，另
外一名股东出资10万元，赵先生
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出资290万
元，而其中40万元为众筹所得。

赵先生介绍， 目前驾校运
转不错， 有30多名员工 ，近
2000名学员。如果投资人同时
退股， 驾校运营还是会面临一
定困难。“而且，当初明明约定，
在同等条件下， 我具有优先受
让（股东股份）的权利。”赵先生
说。驾校在运营过程中，每年的
分红即便再困难也都发到位，
“他们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万一
驾校垮了， 驾校员工以及其他
学员的权益谁来保障？”

“退股可以，但是为了保证
驾校的正常运行， 只能逐步进
行。”赵先生表示，为了维持驾
校的正常运行， 他与股东商议
分批退股。“每个月退2万至3万
元，已经退了四五个月，争取今
年9月了结。”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大学生众筹办驾校，数十人遇退股难
律师：众筹时不仅要全面考察，更要认清因投资失败所要面临的商业风险

湖南江海洋律师事务所李
晓龙律师认为， 赵先生采取股
权众筹的形式对小乔、 小杨等
40多名在校校友吸收了40万元
众筹款，用于创办驾校项目。这
原本是一件好事， 既可以解决
赵先生项目融资的问题， 又可
以帮助这些即将踏入社会的校
友们提前走上创业道路。 但如
果在众筹初期投融资双方对投
资回报及风险的约定不明确，
则双方很可能产生分歧。

一般来说， 如果双方事前
约定了众筹的资金用于认购股
权， 则投资人在投资项目成立

后仅能依据其占有的股权比例
来实现股东权益， 而不能要求
固定回报， 因为任何投资都存
在风险。因此，建议大学生在参
与众筹时不仅要全面考察投资
项目的真实性、 合法性以及发
展前景， 更要认清因投资失败
所要面临的商业风险。

另外，如果赵先生在股东会
上表示过参与众筹的其他股东
的入股资金会以“分期付款”的
形式退还，就可以认为其已经表
达了同意认购相关股权的意思，
在其他股东愿意转让股权的情
况下，赵先生应当兑现承诺。

律师说法 大学生参与众筹要认清风险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热
线反映，称株洲芦淞区枫溪
街道曲尺村大屋组部分土
地征收， 出嫁后户口未外
迁，村委会却不给“外嫁女”
分配征地补偿款，19名“外
嫁女”通过打官司获得了补
偿款， 未打官司的却没有。
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外嫁女”竟无补偿款

邓女士介绍，自己虽已
经出嫁成家，但户口并未外
迁。2016年， 因株洲航空大
道项目，组上部分土地被征
用，曲尺村委会和大屋组获
得了征收土地补偿费用660
余万元，人均可分得2.36万
元。但村委会和村民小组以
邓女士等人是“外嫁女”为
由，未将征地补偿款分配给
她们。

2017年12月， 村上19
名“外嫁女”向芦淞区人民
法院起诉。 法院审理认为，

这19名“外嫁女”户籍至今
未迁出大屋组，依法享有取
得该笔补偿款均等份额的
权利。判决生效后，19名“外
嫁女”获得了相应补偿款。
“我们这些没打官司的还是
没有。”邓女士说，其他“外
嫁女” 也准备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村规:外嫁不享受待遇

26日，记者联系了曲尺
村委会主任邓超群。邓超群
说， 村规民约中有明确规
定，女孩成家外嫁后，不享
受组上的任何待遇。他表示
，19人之外的“外嫁女”如要
获得补偿款，先要征求村民
小组组委会意见。

曲尺村大屋组组长邓
志平介绍，村上还有近20余
名“外嫁女”未拿到补偿款，
“我们想按法院判决给她们
发，但没有余钱了。”

■记者 杨洁规

本报6月26日讯 昨日， 在岳阳
市洞庭湖城陵矶水域的渔都码头，8
吨多成鱼、400多万尾幼鱼被放流到
洞庭湖。 这是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依
法对吴某等12人非法捕捞水产品一
案，在所附带的民事公益诉讼中“修
复生态环境意见”先予执行。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吴
某伙同被告人王某某， 组织10名渔
民在洞庭湖水域进行非法捕捞。期
间，多次使用国家明令禁用的“门板
式”电网进行捕捞，共计捕捞渔获物
5434斤，非法获利12280元。2018年
1月1日， 吴某等人在城陵矶冷库码
头转移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时， 被长
江航运公安局岳阳分局民警当场抓
获， 现场查获非法捕捞渔获物共计
4300斤。

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
吴某等12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向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月21日， 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首次适用七人合议庭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了此案， 考虑到当前洞庭湖尚
处于禁渔期的有利时机， 为充分保
障修复生态环境举措发挥实效，确
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裁
定12名被告人在6月25日放流成鱼
8.6吨、幼鱼402万尾至洞庭湖。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通讯员 李艳 李平江

户口未迁出，“外嫁女”法庭上赢回征地补偿款

12人非法捕捞
被罚放流成鱼8.6吨

湖南御辩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子青介绍，2005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
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

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
付相应份额的， 应予支持。
“村民自治也要在国家法律
法规的框架下进行，不能与
法律相抵触。”

延伸 “外嫁女”是否享有征地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