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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本报3月19日讯 广东徐闻一对亲兄
弟，弟弟因身份证遗失，于是冒用哥哥身
份证乘高铁，可他没想到的是，哥哥也是
逃犯。今日，长铁公安通报了此案。

3月17日下午6点多， 长沙铁路公安
处株洲西站派出所执勤民警在进站口例
行身份检查时， 发现一名男子持票进站
时眼神闪躲，很是可疑，于是对其身份进
行核查。车票和身份证信息显示，邱某建，
男，31岁， 广东徐闻人，2018年12月因开
设赌场案被湖南省邵东县警方上网追逃。

乍看之下， 男子与身份证上的照片
很相似，可当民警将网上通缉信息告知，
并将其带到值班室进一步调查时， 男子

却改称，这是他哥哥的身份证。
民警最终查实，该男子名叫邱某营，

29岁，是邱某建的亲弟弟，也是一名在逃
人员，与他哥哥为同案犯。

自2016年10月以来， 邱某营伙同其
哥哥邱某建等人合伙在湖南邵东县某宾
馆经营一家动漫城，通过游戏机赌博，从
中非法牟取暴利。 本以为自己跟哥哥长
相相似，能躲避侦查，就算查到了，也只会
追查自己冒用身份证的行为，谁知道自己
逃犯的身份还是没能躲过民警的追查。

目前， 邱某营已被移交邵东警方作
进一步调查。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蔡艺芹 谭湘琴

治痔疮神药，坐上特制
的坐垫21天就有奇效，这个
坐垫还能“30天无效退款”。
三年前，这款仅在网络售卖
的“古金方化痔奇垫”让不
少患者下单体验，可等到货
后发现是三无产品，更不是
药品。

近日，郴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生产、 销售假药罪，
判处“生产商”李某华有期
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100万
元，依法追缴李某华违法所
得249万余元。

三无产品产自郴州

2016年2月， 郴州市食
药监等部门先后接到来自
全国各地数十起举报，称郴
州有人在网上销售一种叫
“古金方化痔奇垫” 的疑似
药品。 消费者在收货后，发
现产品无任何生产厂家及
生产合格标识，想申请退款
才发现卖家并不信守承诺。
因查不到实体店面、生产厂
家和销售人员， 工商局、食
药监部门向公安机关报案
请求协助调查。

民警调查发现，快递单

上的400电话并不是实名注
册的，IP网址也是租赁来
的，生产厂家、发货地址、发
货人手机号码都是假的。经
鉴定，“古金方化痔奇垫”为
假药。

警方很快锁定了李某
华租住的郴州市某小区，将
其与同伙抓捕归案。

网购原料自制“神药”

近日， 郴州中院审理了
此案。 法院查明，2016年初
开始，李某华以非法营利为
目的，在未取得《药品经营
许可证》的情况下，从网络
上订购空心抱枕、 中药药
材、“古金方化痔奇垫”商标
及外包装，自行将中药药材
利用粉碎机打成粉末状装
入空心抱枕中，粘贴商标制
成“古金方化痔奇垫”成品
后，在自建的网站中投放广
告，虚假宣称该产品采用38
种上等名贵中药炼制而成，
可彻底根治多年内、 外、混
合痔，还称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对使用该产品的
痔疮患者进行长期反复测
试和跟踪观察，成功根治率

达到98%以上。
李某华以580元一套的

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销售该
产品，至案发，共销售“古金
方化痔奇垫”4571单， 销售
金额高达328万余元。 案发
后，李某华主动退缴赃款78
万余元。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曹颖

◆石宏娇遗失由耒阳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发给的耒房权证
蔡子池第 00075070 号房屋所
有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天元区黄金甲汽车服务会
所公司（代码：92430211MA4P
TK5Q4B)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代码：043001800104,号码：
461309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亿利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
办理建设银行岳阳市东茅岭支行
（账号：43001620066052501517）
预留印鉴手续时遗失行政公章一
枚，编码 4306000032917。 另遗失
办理印鉴业务的财务专用章一
枚，均声明作废。

◆苏婉琴遗失普通话二级甲等证
书，证号 4316023000927，考试时
间：2016 年 5 月 22 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小海海龙虾馆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证号 JY24
3010302911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章波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税号：91430105MA4L4PEF5B）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300174320，发票号
码：169163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车车乐镗磨加工
行遗失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2017 年 12 月 19 日核发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30111MA4N
2HH197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玉麒麟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6 年 8 月 3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11561709538L，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悦佳睿文化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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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翠翠 电话：13875973066

注销公告
隆回县锦鑫企业代理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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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钟，电话 15347396155

减资公告
资兴市钰坤农业生态发展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
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
本 2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 万
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 联系人:朱勇泉 18672863365

减资公告
资兴市佳诚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
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
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 万
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 联系人:刘利军 18672863365

注销公告
汝城县金钟农产品销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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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明祥，电话 187115760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会
委员会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09526202，声明作废。

公 告
华夏保险银保 1290 单证停用，
具体号码如下：12908004659439-
4659440，12908006440001-6440
020，12908006442301-6442325，
12908006442451-6442455，1290
8006442506-6442508，12908007
518656-7518665，129080075188
06-7518814，12908006440883-
6440890，12908007518776-7518
784，12908005343663-5343665，
12908005343932-5343935，129
08005343936-5343937，129080
05343939，12908006439987-64
39990，12908006440753-64407
70，12908007520982，12908004
667644，12908006440825，1290
8004667785，12908004669450，
12908004669050，1290800534
4712，12908005345036，1290800
6138149，12908005344469，1290
8006440697-6440700，12908006
442467-6442477，129080064424
80-6442495，12908006442511，1
2908006442519-6442520，12908
006442525，12908006442526-64
42545，12908006442550，129080
06442552-6442555，1290800644
2496-6442500，12908006442504-
6442505，12908006440869，1290
8007520771，12908006442405，1
2908006442512，1290800644245
9，12908006440087，1290800752
1954，12908007518998，1290800
4667149，12908007521651，1290
8007517911，12908007518087，1
2908006441449，1290800644111
6，12908006441123，1290800644
1021，12908006441052，1290800
6441277，12908006441281，1290
8006442800，12908006442807，1
2908007518160，1290800751816
7，12908006441336，1290800644
1344，12908004677151，1290800
4677156-4677160，12908004677
185，129080046772884677289，1
2908004677451，1290800467832
2，12908004678808，1290800468
0686，12908004681792-4681793，
12908005345195，129080053452
19，12908005345249-5345250，1
2908005345331-5345332，12908
005345367，12908005345531，12
908005345931-5345935，129080
05892967-5892970，1290800589
3817，12908006442999，1290800
6443045，12908006443182，1290
8006443823，12908006443825，1
2908006444475，1290800644500
0，12908006445072，1290800644
5119，12908006445225，1290800
6445264，12908006446016，1290
8006446099，12908006446212-6
446215，12908006446219-64462
20，12908006447010，129080064
47191-6447200，1290800644721
5，12908006447498，1290800644
7621，12908007523874，共计 292份。

遗失声明
衡阳市隆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晖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40004683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湘龙钰鑫汽车用品商行
遗失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0 年 9 月 1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21600195549；遗失国、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0231198111130070；声明作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等管理要求，现向公众
公开项目环评有关信息，征求
公众意见。
一 、项目概况 ：新建项目 ，位
于宁乡境内花明楼镇与道林镇
之间的大黄茅岭，设计安装 20
台 2.5MW 风力发电机组，总装
机规模 50MW。
二、环评总体结论：工程符合
风电相关产业政策、规划，除
临近规划中的花明楼风景名胜
区芙蓉寨景区外(项目机位、道
路避开了景区规划范围并取得
了景区管理部门的支撑意见)，
不涉及其它环境敏感区。 在采
取措施，严格控制项目对生态、
景观环境影响程度的前提下，从
环保角度考虑，项目建设可行。
三、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曾工
联系电话：17343058624
评价单位：田工
联系电话：0731-82835270，
邮箱 rainlet@163.com
公众可向通过上述方式索取环
评公示文本，进一步了解项目
情况，或反馈对于项目环保方
面的意见与建议。
宁乡神仙岭风电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宁乡金盆山风电
场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示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桂英宾馆(普通合
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盘桂英,电话 15116515937

遗失声明
蓝山县石井石场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2 份,票据号:湘财通字(2
012)1176388657、湘财通字(20
14)15851081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复祥采石场遗失“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2 份,
票据号:湘财通字(2012)11763
8949X、湘财通字(2014)1585
1081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昌荣贸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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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昌荣，电话 13789234432

注销公告
湖南红地产广告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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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泽荣，电话 15308499345

注销公告
涟源市龙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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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雪，电话:18374804271

遗失声明
湖南承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添奇文化用品商
行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 2006 年 11 月 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
010539091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凯豪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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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洋 电话：15800541951

注销公告
长沙县荣沣花卉苗木专业合作
社全体成员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内向
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黄頔 电话：0731-8873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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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98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301002002704，
声明作废。

交房公告
尊敬的美来美商业广场 1、2栋业主：

由我司开发的美来美商业
广场项目住宅 1、2 栋，现已具备
购房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

我司定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起依约交付房屋，请各位业主
在上述期限内， 携带购房合同、
税费缴纳凭证、身份证、房款缴
纳凭证等原件，及时前往美来美
商业广场项目商业综合体（项目
售楼部旁）办理交房手续。

如果您未能及时前来办理
收房相关手续，并未能与我们就
迟延收房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将
视为您所购房屋按购房合同约
定交付给您。
物业客服电话：0731-82767086。
恭祝业主:喜迁新居、身体安康、
幸福美满！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仓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20 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嘉卓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遗失长沙芙蓉农村
合作银行人民路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51002474330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盛高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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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曙，电话:13873198547

遗失声明
湖南省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遗
失原户名（湖南远景经济发展
研究院）公章、私章、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 10 时在我司会议室拍卖
机动车一批。请有意者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并缴纳竞买保证金： 1 万元/辆。
预展、报名时间：3 月 27 日至 28
日。预展、报名地址：长沙市天心
区弘高车世界 G 栋。 联系人：马
经理，电话： 13548567030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84464801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党报旗下主流媒体 全省发布权威放心 微信办理 注销公告
长沙圣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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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颖，电话 13973176480

注销公告
汝城珍菌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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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金，电话 15096122887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酌轩餐馆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5年 10月 12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3010460046
2720。 另长沙市岳麓区陶醉天
下餐馆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岳麓分局 2016 年 9 月 21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2011219811013032401，声明作废。

你在网上买过“古金方化痔奇垫”吗?�这是三无产品！

网购原料制“神药”，获刑十年罚百万

冒充哥哥乘高铁被抓，原来哥哥也是逃犯该案承办法官介
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 的相
关规定， 我国药品的生
产、经营都应具备相应资
质，未经批准生产、进口，
或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
品，均按假药论处。

生产、 销售假药罪
系行为犯，只要足以严重
危害人体健康，即使没有
实际造成严重危害人体
健康的结果， 也构成犯
罪既遂， 将受到刑法的
制裁。

未经批准均系假药

水清岸绿
浏阳河

3月19日，浏阳河
长沙东二环段水清岸
绿。2017年以来，长沙
市通过对浏阳河干流
排口截污、 提升污水
处理厂能力等措施，
使浏阳河水质得到明
显改善。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