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1日，长沙地铁2号线长沙大道站，青年志愿
者手持宣传牌倡导有序、文明乘车。当天，长沙市雨花
区开展“排队礼让进地铁 文明礼让伴我行”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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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身份证号 4329301981111
12722）遗失护士执业证，证件编号：
200943039269，发证日期:2009 年 6
月 8日，声明作废。

此人刘刚，男，35 岁，
于 4 月 9 日 13 点于
星沙中南汽车世界
走失， 智障，(门牙缺
失，对人发呆，腿有
点问题)，有看见的请
帮忙联系张女士
电话：15388031061

寻人启事

公 告
因尹兴隆（身份证号：4309021981
0908****）履行 2017 年 11月签订
的编号 BR201711080028 的《融资
租赁合同》严重违约，特此告知：
见本公告 7 日内请将全部合同款
项及违约金支付给弘高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认尸启事
2019 年 4 月 11 日 8 时许，长沙市
公安局望城分局水上派出所接
报警，在湘江流域望城段发现
一名男尸，身高约 172CM，上身
穿黑色棉衣，黑色 T 恤、下身穿
黑色长裤，口袋有一部 vivoX20
Plus 玫瑰金手机，白色耳机一副。
如有上述失踪人员请与我所联系。
联系人：孙警官
电话：0731-88088110

◆（父：李承；母：周冬清）不慎遗
失 2013 年 5 月 3 日出生，姓名
为李宇婷的出生医学证明一份，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350473
424，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吉家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胡飞，电话 13348608881

◆李韬遗失 3 台广汽三菱车辆的
合格证 3 本，车架号：LL66HBB08
JB040131，LL66HCS03HB170799,
LL66HAB00JB20938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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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苏慧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遗失，证号是 127
3912013060013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繁华似锦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于近日不慎遗失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正本壹本（资质类别
及等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贰级），证书编号：D2
43051847，自 2019年 4月 10 日
起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诗韵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11MA4LRUOW4B）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陈韵丽诗）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宏明玻璃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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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国宏，电话 18874623456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金琥珀火锅店郭培
遗失长沙市雨花区税务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 税号：
4302031990040815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金琥珀火锅店遗
失由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4 年 7 月 10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1160065289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农之惠电子商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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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继敏 ，电话 13873588887

遗失声明
湖南凯轩五金丝网制品有限公
司（代码：91430111MA4L3EQ
46Q）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二
份，发票代码：043001800104,发
票号码：42943446,42943447，
声明作废。

◆吉首大学董帅遗失报到证，编号
201510531200050，声明作废。

◆王幸遗失普通话水平测试等
级证书，证书编号 4318000001532，
考试时间：2018年 2月 3 日；成绩：
二级甲等，声明作废。

◆杨吉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
证书， 核发时间：2016 年 2 月 26
日，证书编号 1420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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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文雅名下位于长沙
市雨花区香樟路 469 号融科东
南海小区 BH5 栋 1502 房，编号
为长国用（2015）第 039236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公 示
黄林安因你长期无法联系，公
司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你处理，
请速回。 茶陵县汇源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2019年 4 月 12 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体育产业协会（税号：
430103553009312）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 2份，发票代码：4300
171320，发票号码：12217883、
12217889，声明作废。

◆谢中花遗失湖南省语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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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8000017386，
考试时间：2018 年 9 月 29 日，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兴县康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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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华，电话 18175728282

注销公告
永兴县中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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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星，电话 18169209999

公 告
因尹光耀（身份证号：43031219640
426****）、杨小霞（4303121965111
7****）履行 2016 年 10 月签订的编
号 ZL0002046 的《融资租赁合同》严
重违约，特此告知：见本公告 7 日内
请将全部合同款项及违约金支付给
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张绍兵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0
年 5 月 20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
600055101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曹震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2809,特此声明作废。

◆李惟康（父亲：李强，母亲：刘喜
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861201，声明作废。

◆李欣益（父亲：李万军，母亲：石龙
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43005486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
司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宁乡市嘉城花园
7栋 1601室 联系人：谭琰璐
联系电话：17352846196
湖南合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金谷仓饭店遗失长
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0 年 7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0121600184925。
另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43012119840730631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黄花镇华裕通风设备
厂遗失公章，财务章和私章(谭
桌华)各一枚，特此声明。

◆黄佳雯（父亲：黄建设，母亲：刘
丽群）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1100214，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4 执恢 839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 现将被
执行人谭爱辉名下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湘府中路 258 号湘府东
苑一期 5 号栋 1507 号房产，编
号为长国用（2009）第 033754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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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
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央、 国务院有关儿童福利工作的决
策部署，民政部制定了《儿童福利机
构管理办法》《“孤儿医疗康复明天
计划” 项目实施办法》《关于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等规章和
政策文件。 其中，《儿童福利机构管
理办法》 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 项目实
施办法》于2019年3月1日起实施。

多年来，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
共投入13.3亿元，共帮助12.5万名残疾
孤儿进行了手术康复，其中有2.5万名
康复儿童通过收养途径回归了家庭。
为进一步推进项目的深入开展，让残
疾孤弃儿童得到更好的医疗康复等
服务，近日，民政部又制定了《“孤儿医
疗康复明天计划” 项目实施办法》，于
2019年3月1日起实施。

《办法》 扩大了受益孤儿的范
围， 主要是0至18周岁所有孤儿以
及年满18周岁以后仍在校就读的
孤儿，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支持。

《办法》扩大了项目资金资助范
围。 进一步明确资金资助范围包括
诊疗费用、 康复费用、 特殊药品费
用、辅助器具配置费用等项目，并适
当降低了诊疗起付标准。

《办法》 还规范了项目管理。优
化了工作程序、简化了工作流程，要
求各省级民政部门将“明天计划”工
作作为儿童福利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 纳入本省份年度常态化工作部
署。 ■经济信息

本报4月11日讯 今天下
午，长沙望城警方发布消息，对
一名在网上恶意诋毁四川牺牲
消防员的男子， 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4月10日下午2点多， 有群
众向望城公安分局网安大队举
报， 称有人在微信群中公开诋
毁四川壮烈牺牲消防员。 网安
大队、 桥驿派出所民警迅速展
开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违法嫌

疑人为周某（男，29岁，望城区
桥驿镇人），其在某微信群内看
见其他微友发布四川凉山救火
英雄遗体回家的视频后， 竟在
微信群内发布诋毁烈士言论，
遭到群内其他微友的谴责。

4月11日上午， 望城警方
将周某依法传唤至公安机关，
经询问，周某对在微信群内诋
毁四川壮烈牺牲消防员的事
实供认不讳，并对自己发表的

不当言论后悔不已。 目前，公
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 规定， 对周某处以行政拘
留10日的处罚。

警方提醒， 英雄烈士不容
亵渎，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
络上公然诋毁、侮辱、丑化烈士
的行为， 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
打击，希望各位网友文明上网，
遵守法律法规。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覃亚林

强收“卫生费”，益阳铲除一“黑物业”
依托物业管理实施寻衅滋事，以罗某军为首的团伙成员8人被提起公诉

“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扩大受益孤儿范围

本报4月11日讯 “终于把
这伙人给收拾了， 我们找回了
安全感。”提到“黑物业”，益阳
市龙光桥街道全丰社区居民龚
先生感叹道。去年12月，益阳赫
山警方摧毁一个依托物业管理
实施寻衅滋事的恶势力犯罪团
伙， 抓获以罗某军为首的团伙
成员8人，破获寻衅滋事案件十
余起。

路见不平
质疑收费无故被打

去年10月1日，全丰社区某
居民小区北门， 龚先生在买牛
肉时， 觉得两名自称物业公司
的男子向摊主田某索要200元
卫生费不合理。 双方争执冲突
中，龚先生被打伤。

当地派出所出警后， 查明
两名男子系某物业公司员工袁
某波和罗某平， 两人声称田某

杀牛破坏了小区环境， 必须要
缴纳“卫生费”给公司，且异口
同声说是龚先生先动手打人后
他们才还手的。

屡次滋事
涉恶团伙借机敛财

益阳警方从个案侦查着
手，迅速开展“深水作业”，查明
一个以物业管理为名， 寻衅滋
事、强行收取“卫生费”的恶势
力犯罪集团。

经查， 自2016年10月以
来， 犯罪嫌疑人罗某军、 陈某
武、 陈某波等人为获取非法利
益，以物业公司为掩护，笼络、
雇佣多名前科劣迹人员及社会
闲散人员，采取言语威胁、暴力
殴打、滋扰堵门等手段，对所在
社区的住户、 门店和企事业单
位收取数额不等的“卫生费”，
并加价代收水、 电、 燃气开户
费。凡拒绝缴纳费用的，轻则被
停水、辱骂，重则拳脚相加、遭
受人身伤害。

罗某军等人还多次窜入
该社区某大型企业进行“谈
判”，通过威胁、垃圾堵门、扰

乱单位秩序的方式强行收取
31600元“卫生费”，并于2017
年7月中旬以物业公司名义下
发了一张 60000元的催款通
知单。

据调查， 该公司的收费行
为并未得到相关部门许可，是
典型的“黑物业”行径。

除恶务尽
专案收网大快人心

2018年12月，专案组对该
团伙进行集中收网， 先后抓获
涉案人员8名。犯罪嫌疑人到案
后供述，为将“生意”做大，团伙
头目罗某军通过组织召开会
议，组建保安部，商定收费标准
后对社区各门面摊位及住户划
定片区，专人包片“管理”，按时
收取“卫生费”。该团伙成员分
工明确，组织严密，其中罗某军
居首要地位， 其他成员对其以
“师傅”相称，所有行动都听从
罗某军的指挥。

目前，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
检察院以寻衅滋事对罗某军等
8人提起公诉。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王维

恶意诋毁凉山救火英烈，长沙一男子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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