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5日讯 在办理
贷款时， 市民沈女士发现自己
因申请贷款并逾期未还背上不
良征信记录，然而查询却发现，
产生不良记录的贷款并非她所
贷，她把银行告上法院。

近日， 湘潭县人民法院判
决， 由银行协助撤销沈大姐在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贷款
的不良记录， 并赔偿沈大姐精
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沈女士是湘潭县某镇的一
名农村妇女。银行的贷款借据记
录显示：2007年2月15日，她在某
银行办理股金质押贷款3000元，
贷款期限至2007年12月15日。

借据上有沈女士签名及印
章，还有银行信贷员、包收责任
人的签名。 因该笔贷款逾期未
还， 该银行将相关逾期资料上
报， 征信中心形成了她贷款逾
期未还的信用报告。

2012年， 沈女士申请贷款
未获批准， 查询得知她在某银
行处有不良信贷记录。“我多次

找银行反映贷款资料非其本人
签字并要求清除不良记录，都
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沈女士
起诉至法院。

“这3000元贷款不是我的，
我多次要求银行调查核实。”庭
审中，沈女士一再强调。银行在
她贷款逾期以后从未催收，且拒
绝作笔迹鉴定，也拒绝提供贷款
信贷员、包收责任人对其贷款事
实的证明，“贷款借据不足以证
明贷款3000元的事实存在。”沈
女士认为，银行以贷款逾期未还
上报不良信贷信息，形成了她在
征信中心的不良信贷记录，使她
的社会信用度受到损害，社会评
价在一定程度上被降低。

对此，法院审理认为，银行
的行为侵害了当事人的人格利
益， 当事人要清除不良信用记
录、 赔偿损失的请求， 予以支
持。 判决该银行消除其在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记载的逾期
状态记录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10000元。 ■记者 王智芳

娄底检方受理曾德洪等22人涉黑案
涉嫌罪名20个，实施犯罪140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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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雨花区卫生计生局初审，我
委依法受理了申请单位北京盛
大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申办医疗
机构申请，根据《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现将拟批准设置医疗
机构的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名称：长沙中诺口腔医院
类别：口腔医院
法定代表人：肖佳敏
所有制形式：私人
经营性质：营利性
床位数（牙椅数）：15张（30 张）
机构选址：雨花区劳动中路 101号
诊疗科目：口腔科；牙体牙髓病
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颌面外
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
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预防口
腔专业；医学影像科；医学检验
科； 公示期为：2019 年 3 月 16
日－3月 21日
对上述拟设置医疗机构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我委反映，
反映情况和问题需实是求是，
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 工作
单位和联系方式； 匿名方式反
映的问题，原则不予受理。
受理部门：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医政医管处
联系电话：0731－88666416
联系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
大道 218号 邮编：410013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 年 3 月 15 日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前公示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三友花鸟宠物市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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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三友，电话 18307300232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拾湘外卖店遗失湘
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塘分局
2017年 12 月 14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
430300MA4PAEHD4B；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大众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慈利县工商局 2000 年 5 月
11 日核发注册号 4308212000
016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大众饲料有限责任公
司经营部遗失慈利县工商局 20
00 年 6 月 14 日核发注册号 4308
212000017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三星新网吧经投资人决
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企业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朝华，
电话：18175540299

◆何海葳(母亲：曾艳宝，父亲：何
林彬)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67571，声明作废。

8446480113875895159
60元/行（每行按最多不超过 13个6号字计）

鼎极便民信息
经办热线

提示：使用信息需谨慎，经济往来勿盲目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区分局 1998 年 8 月 2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
010020027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鼎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鹰达生猪养殖专业合作
社遗失慈利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22 日核发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343082158494125X5,声明作废。

◆钟春彪遗失湖南省语言文
字培训测试中心测试的普通
话水平测试等级（二级乙等）
证书，证书编号：4318000005
083，考试时间：2018年 3月 31
日，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恒鑫节能护窑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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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霞，电话：18821886711

◆朱怡思（父亲：朱期辉，母亲：
万荣婷） 遗失出生证， 编码：
R4305571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菜友之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力进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湘 AA
476 挂（黄色）道路运输证，证号：
湘交运管长字 430121207935 号，
声明作废。

◆丁纯遗失普通话测试等级
证书（2017.4.8 考，二甲）编号:
4317031000405，特此声明。
◆覃梓煜(父亲：覃洲，母亲：李
根)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1031099，声明作废。
◆王筱茉 (父亲王麟, 母亲徐
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8141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慈利县满姣水果专业合
作社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08
2100304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方县新路河徐家锰矿地质环
境 备 用 金 收 据 （收 据 号 ：
0580380898）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湖南视崀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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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群，电话:18774822906

遗失声明
湖南地贸物资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备案号：
4301110099881，声明作废。

◆宋达成（父亲：宋元军，母亲：
龚玲）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1963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知行文化教育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经股东决定拟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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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冠云，电话:15348463503

遗失声明
毛永山遗失韶山工商局 2015年
7月 30 核发注册号 4303826000
09777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高宏科遗失湘 H28819 道路运输
证,证号 430902005148,声明作废。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全宏彬遗
失专科毕业证，编号：13925120
1306001242，声明作废。

◆成慧玲（父亲：成金辉，母亲：汪
光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033570，声明作废。

◆王泽铠（父亲：王振华，母亲：文
雯)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128575，声明作废。
◆李沐忆（父亲：李昊泽，母亲：黄
义辉)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1148393，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省开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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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亚平，电话：15973457120

◆陈志美遗失普通话水平测试
等级证书（考试时间：2018 年 05
月 12 日，等级：二级甲等，证号
43180540008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聚义综合超
市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源
分局 2014 年 8 月 20 日核发 4308
11600031008 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湘南学院杨富生遗失报到证，
编号：1111054501259，声明作废。

◆粟智涵、粟智琛（父亲：粟翼萍，
母亲：徐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 号 分 别 为 ：M430847410、
P431077989，声明作废。

◆徐志高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 430903011118,声明作废。

本报3月15日讯 十字路
口两车相撞， 两人都说没闯红
灯，要求对方负全责。好在路口
监控视频清晰记录下了事发经
过。 今天， 常德交警通报了该
案， 闯黄灯的大妈高某负事故
全部责任。

3月11日上午7点多， 常德
市朝阳路与柳叶路十字路口，
一辆红色电动四轮车与路口另
一方向的白色小车相撞， 两车
都是直行， 事发时刚巧信号灯
转换。民警来到现场，两车驾驶
员都说自己是绿灯通行， 红色
电动车驾驶员高某称：“我没抢
灯，我过来时绿灯还有4秒。”

民警调取路口监控查看，
发现高某是抢在最后一秒黄灯
越过停车线的。证据面前，高某
也不得不承认事实。高某称，当
天她送孙子上学后沿朝阳路行
驶至柳叶大道交会处， 眼看路
口灯要变灯了， 为了不再等一
个红灯， 她抢着黄灯通过了路
口。结果与正常通过路口的湘J
牌照小车相撞。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通讯员 欧阳军 何浩 封跃林

本报3月15日讯 以谈恋
爱、介绍工作为由，这个传销
集团把网友骗至长沙， 接着
限制其人身自由， 要求其购
买虚无产品， 并交出所有财
物……今天， 该传销集团被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定性
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涉案的5
人也被处以11年半至3年半不
等的有期徒刑。

2018年以来， 王某等5人
以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高福
星小区某间房为窝点，以“天津
天狮公司” 的名义组建传销组
织， 实施恶势力团伙犯罪。由
“经理”、“主任”、“老板”等层级
构成，新来人员以2800元购买
“香妃丽人” 虚无产品成为老
板，以此加入该集团。

当受害人来到传销窝点
后，便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受
害人不同意购买产品的情况

下，团伙成员采取殴打、威胁等
方式， 强迫受害人交出随身财
物及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支
付密码， 以获取受害人的相关
财物。

据统计， 该犯罪集团使用
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长
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高福星小
区实施抢劫3次，非法拘禁3人
次，涉案金额7万多元，已严重
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
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认为，5名被告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
方法抢劫他人财物， 其行为均
已构成抢劫罪。 根据查明事实
以及所起作用和地位， 判决认
定王某等5人犯抢劫罪、非法拘
禁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半至
3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
应罚金。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丹

本报3月15日讯 近日，娄
底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了曾德洪
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

该案系娄底市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以来公安机关侦破
的第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案件， 共移送犯罪嫌疑人22
名，案卷材料112册，涉及罪名
20个，犯罪事实140余起。

经公安机关依法查明，犯
罪嫌疑人曾德洪自2006年以
来，因吸毒、赌博多次被公安机
关行政处罚，2012年和2016年
先后两次因犯开设赌场罪，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年。

2016年10月15日曾德洪
刑满释放后， 先后纠集多人在
新化城区及周边乡镇大肆贩卖
毒品， 逐渐形成了以曾德洪为
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并且通

过有组织地实施贩卖毒品、寻
衅滋事、非法拘禁、诈骗等违法
犯罪活动，攫取非法利益，多次
以暴力、 威胁等手段， 为非作
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
社会秩序。

该案系省检察院、 省公安
厅联合挂牌督办的案件， 案情
重大、复杂。娄底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 多次组织召开案件
调度会，严密部署侦查。在该案
侦查阶段，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
主动作为，派出办案骨干，提前
介入积极引导侦查。 受理该案
后， 娄底市检察院成立了由李
芳芳检察长为主办检察官的专
案组，制定了全面的审查方案，
集中精力投入办案。

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审
查中。

■通讯员 谢特波 王瓞

闯黄灯不处罚？
发生事故负全责

女子莫名背上不良征信记录
法院判决：银行协助撤销不良记录并赔一万

以谈恋爱、介绍工作为名，骗来网友搞传销

5名传销涉恶人员获重刑

扫黑除恶进行时

3月11日上午7点多，常德市朝阳路与柳叶路十字路口，一辆红色电动
四轮车抢在黄灯最后一秒冲过停止线，在路口与一台白色小车相撞。

记者 虢灿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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