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消分骗局

图片·新闻

A04 民生 2019年3月19日 星期二
编辑/贺齐 图编/杨诚 美编/张元清 校对/曾迎春

扫
码
看
大
数
据

揪
出
买
卖
分

大数据揪出买卖分，买方卖方都被拘
窗口处理他人车辆违法，需如实陈述违法驾驶员姓名，提供虚假证言将面临拘留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
的全省总代理， 拟在长沙以外
的市州招设分类广告代办点，
有资质、有诚信、有资源、有经
验的团队赶紧联系哦。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杨清遗失普通话证， 考试时间
2018 年 12 月 15 日， 等级: 二级甲
等，证号 43180000244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树达文化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香香奶茶店遗失吉首市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2 年 05 月 03 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01600123
2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国投君安融资租赁（广州）有
限公司长沙分公司遗失公司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谭薇）
私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2 执恢 125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执行案号（2016）湘 0102 执 10
99 号】，现将登记在凌雄鹰名下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人民路 516
号西街花园 3 期 2栋 1501 号的
权证号为：710110978 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0）第 073733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邓雅晴（父亲：邓强，母亲：阳汝
林）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1150102 声明作废。

◆刘锦围遗失警官证，编号：
015150，声明作废。

◆邵阳学院廖雁翔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810547301853，声明作废。

◆黄轲(父亲:黄利，母亲:
黄进)遗失出生证，编码:
M430575788，声明作废。

◆陈珂颖（父亲：陈森，母亲：李玲
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369086，声明作废。

◆贺姗姗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代码 143001720660，号码 027
65738，金额 537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凯峰大酒店(税号:430626197701
098257)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2份，发票代码：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41311187，41311328，
声明作废。

◆宋娟遗失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证书，证书编号：128481201106
000289，声明作废。

◆向佳乐（父亲：向亚华，母亲：刘
如香)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728120，声明作废。

◆李非池（父亲：李琼，母亲：卢
艳军）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8216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飞英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宸旭陆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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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8日讯 本报曾报道
长沙交警将利用大数据监控交通
违法处理情况（详见本报3月16日
A10版《“黄牛”交警队门前谈“生
意”被逮》），今天，长沙交警再通报
两起买卖驾驶证分数案件，其中一
起就是大数据发现异常，驾驶员在
一个记分周期给3台没关联的机动
车处理了5起交通违法。 在通报的
案件中， 被拘留的不仅包括卖家、
“黄牛”，还有买分的车主。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给3台不
同的车处理了5起交通违法， 天心
交警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在对交
通违法处罚异常数据进行排查时，
发现了这一线索。3月15日，这位驾
驶员的一条违法处罚记录引起民
警的注意。

3月14日下午3点多，黄某在天
心交警大队处罚窗口办理了湘
A91*AR小型客车的一条超速的违
法记录，这台车车主为冯某。冯某
称， 他的车于2018年10月4日14时
32分的一条超速违法行为是黄某
所驾驶。

交警进一步查询发现黄某名
下并无登记的机动车，而他在近一

个记分周期内先后为3台无关联的
不同号牌的机动车处理了5起交通
违法，驾驶证记分达23分，而黄某
与各车主也不属于亲属关系，存在
较大的买分卖分嫌疑。

通过调查核实， 黄某顶替冯某
处理交通违法， 并通过微信收取冯
某1500元。天心公安分局依法对提
供虚假证言，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
法办案的黄某、 冯某均作出行政拘
留5日、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

岳麓交警今天通报，3月15日，
“了难”人员张某在该队处罚业务大
厅和前来处理交通违法的车主易某
新讨价还价后， 约定以550元的价
格由其提供他人驾驶证记分， 帮助
易某新处理了一条交通违法记录，
该违法记录罚100元、记3分。他们
的交易刚刚完成就被一直在暗中
监控的民警查获。

经调查，非法中介人员张某、买
分的车主易某新两人的行为构成提
供虚假证言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
办案的违法行为。 岳麓公安分局依
法对两人作出行政拘留5日、 罚款
200元的处罚决定。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今

天从省政府常务会议上获
悉， 沪昆高速醴陵至娄底段
扩容工程（简称“醴娄扩容工
程”）获立项。项目采用双向
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主
线路基宽度34米。 项目估算
总投资247.36亿元，建设工期
预计4年。

醴娄扩容工程采用在
原路段南侧修建新线的方
案。 路线起于醴陵市金鱼
石主线收费站以西 ， 接已
建的沪昆高速公路萍乡至
醴陵段 ，经东富 、神福港 、
渌口区 、谭家山 、乌石 、山
枣 、虞塘 、杏子铺 ，止于娄
底市娄星区 ， 接已建的沪
昆高速湘潭至邵阳段，全长
约155公里。 同步建设双峰
东连接线、渌口区连接线共
长约7.3公里。

主线在醴陵东（枢纽）、
东富、 孙家湾、 长寿桥（枢
纽）、神福港、楚亭、渌口区、
三门、竹霞（枢纽）、谭家山、
河岭、射埠（枢纽）、乌石、湘
乡南、山枣、虞塘、双峰东、娄
底（枢纽）18处设置互通式立
交， 同步建设必要的交通工
程和沿线设施。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本报3月18日讯 发500元
红包返利800元， 天底下竟有
这样的好事？前不久，浏阳市
民彭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好
事”，只不过，她的回报是被骗
走2400元。长沙刑侦支队今日
通报，3月以来，长沙公安先后
抓获诈骗犯罪嫌疑人39名，初
步查证涉案金额达251万余
元。

今年2月14日， 彭女士向
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称遭遇诈
骗。彭女士告诉民警，几个月
前，她被拉进一个游戏交友的
QQ群， 半信半疑地发了30元
红包，很快就收到了50元红包
作为返利。“群主设置了禁言，
大家都无法沟通的。”浏阳市刑
侦大队副大队长李勇介绍道。

随后，群主添加彭女士为
微信好友， 并告诉她游戏规
则，“说发500元返800元，发
1000返1400元。”彭女士见真
有返利，于是发了500元，可群
主告诉她，因财务有事，暂时
无法返还。彭女士忙问对方怎
么办， 群主称还要继续做任
务，“直到骗了2400元，才意识
到被骗了，赶紧向警方报警。”
李勇说道。

李勇告诉记者，2019年以
来，除彭女士外，浏阳境内发
生多起以微信、QQ返利方式
实施电信诈骗的警情。3月15
日，专案组在郴州北湖区某社
区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捣毁
4个诈骗窝点。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翟安

民警特别提醒，在窗口处理他人名下车辆交通违法，需如实向民
警陈述所处理交通违法时的驾驶员，如果冒名顶替，将别人驾车产生
的违法记录由自己“认领”，欺骗民警，属于提供虚假证言，影响行政
执法机关依法办案，处理交通违法双方都将面临拘留等行政处罚。

本报3月18日讯 找人替自己
消分， 却碰到打着消分幌子的诈骗
者。今天，记者从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检察院获悉，该院提起公诉的罗某因
诈骗罪，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2017年12月28日，长沙交警机
动大队接到报案， 对方称在长沙市
城东车管所办业务时， 被人以帮忙
过年检为由，骗去1.48万元。

报案人姓廖， 他的车是广东牌
照，因为车辆要年检，但却有30多
条违章记录，101分的驾驶证记分。
廖某开车来城东车管所办业务时，
被一年轻男子搭讪， 该男子自称能
帮他消掉所有违章，每分100元，同
时还有罚款金额3800元以及外地

车年检相关费用，共计1.48万元。
廖某打了6000元后，罗某拿来

一张打印的图片， 称他的违章已经
消除一部分了， 于是廖某将尾款结
清。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信任，罗某
还于2017年11月28日通知对方将
该小车开至城东车管所检车， 并佯
装将车开上了检测台检车。

但事后廖某发现所有的违章记
录依然存在，于是报警。经审讯，罗
某供认不讳。随后，罗某主动赔偿廖
某损失，取得了谅解。

2019年1月2日，长沙市芙蓉区
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某依
法提起公诉。近日，芙蓉区法院一审
判处罗某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王艳

提供虚假证言将面临拘留

交通违规扣101分，找人消分被骗1.48万

沪昆高速醴娄
扩容工程获立项

发500元红包返800元？她被骗了
长沙警方本月抓获39名电信诈骗嫌疑人

湖南明大医用设备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6850079685）
原公章变形，财务章缺角，声明作废。 重
新启用新章。

声 明

湖南明大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19 日

3月18日晚， 省儿
童医院血液内科移植
病房，医生准备为小佳
进行干细胞移植。今年
10岁的小佳来自新化
县，被诊断为极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病情十
分危重，幸运找到造血
干细胞HLA配型完全
匹配的一名上海23岁
的女大学生。该医院派
出医生飞往上海“取
血”， 并连夜为小佳进
行干细胞移植。

记者 李健
通讯员姚家琦摄影报道

千里“血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