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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分行及下辖部分机构金融机构代码证遗失：
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分行
编号为：2013430008147；
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晃侗族自治县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452；
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麻阳苗族自治县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764；
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芷江侗族自治县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405；
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县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353；
6、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道侗族自治县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650；
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488；
8、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沅陵县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588；
9、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江区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694；
1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怀东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176；
1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城东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171；
1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迎丰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169；
1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茅谷冲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166；

1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江市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693；
1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辰溪县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543；
16、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溆浦县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262；
1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江市建华路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707；
18、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江市塘湾镇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721；
19、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沅陵县东路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585；
2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沅陵县七甲坪镇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596；
2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辰溪县新城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542；
2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辰溪县安坪镇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537；
2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溆浦县大江口镇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291；
2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溆浦县迎宾路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286；
2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麻阳苗族自治县锦和镇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777；
26、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麻阳苗族自治县步行街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776；

2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芷江侗族自治县北正街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404；
28、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芷江侗族自治县新店坪镇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421；
29、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县解放街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369；
3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县团河镇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365；
3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坳上镇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506；
3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四古楼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505；
3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646；
3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645；
3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德天广场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202；
36、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方县南湖路支行
编号为：2013430008201；

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分行
2019年4月18日

本报4月17日讯 “请你们
去救救我老婆， 我们是被骗过
来的。”4月12日，长沙市望城区
市场监管局（区打传办）接到了
这样的求助， 张某夫妇被老乡
从河南骗到了长沙， 被控制在
月亮岛街道某小区， 张某侥幸
逃了出来，但是妻子还被控制。

4月13日、14日， 望城区市
场监管局联合长沙市公安局望
城分局、 月亮岛街道开展打击
传销行动， 共捣毁4个传销窝
点，查获14名涉传人员，成功解
救误入传销2人。

“缴纳会费就能发展‘业务
员’，‘业务员’发展的下线越多，
自己获得的业绩就更多，最多回
报可达1040万元。”张某跟妻子
被朋友这样的花言巧语骗到长
沙。为了脱身，张某把另外一个
老乡拉了过来，他因此有了一定
的自由，躲过了“盯梢”的人，但
是妻子仍被变相控制住。

被张某拉过来的老乡也发
觉不对， 两人前往望城区市场
监管局求助。 望城区市场监管
局联合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
局、月亮岛街道进行解救，两天
时间捣毁4个传销窝点，成功救
出2名受害人，还查获14名涉传
人员。 工作人员对涉传人员进
行教育后并将其遣散。 张某与
妻子团聚，与老乡踏上返乡路。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邓革来

本报4月17日讯 原本正
在开展实战演练，却意外抓获
一名潜逃10年的逃犯……这
一戏剧性场景就发生在今天
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第
四特警大队三个“星城快警”
平台联合岳麓交警大队开展
的快反处突实战演练中。

实战演练在上午9点20分
开始，模拟“星城快警”平台特
警联合交警，对一起犯罪嫌疑
人持凶器行凶的个人极端警
情进行联勤联动、 快反处突。
没想到，演练刚开始，却接到
指挥部发来的真警情，称在玉
兰路附近有命案嫌疑人出现，
需要实施抓捕。

“这不是演练， 请迅速赶
到指定地点实施抓捕！” 接到
指令，“星城快警”平台民警与

参与演练的岳麓交警立即进
入实战状态，启动警情联勤预
案。岳麓交警分控中心迅速启
动响应机制，通过调整沿线红
绿灯分时，并调度沿线交警路
面警力对交通疏导，确保“星
城快警”平台特警车辆快速通
过。

距离最近的尖山湖“快警
平台”民警仅用3分多钟时间，
就赶到了指定地点，并控制住
嫌疑对象。“两名队员在前，一
名队员在后， 形成包围圈，嫌
疑人被控制后都是懵的。”

经查，该犯罪嫌疑人为粟
某红，男，现年52岁，湖南沅陵
人，2009年因故意杀人被网上
追逃，现已潜逃10年。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段旖亮

“世界500强的公司， 招商竟
然招来个骗子。” 在家乐福长沙贺
龙体育馆店经营了一家美食店的
赵先生说，由于承租商李某突然卷
款失联，家乐福超市于4月16日将
其门店断电。

“算上店铺租金、入场费、保证
金等，9家商户缴纳的费用超过百
万元。”此次受牵连的9家商铺均与
承租商李某签订了承租合同，租期
三年。而家乐福方面宣称：李某仅
向超市方缴纳了一个月的租金后
失联，超市决定收回商铺经营权。

【投诉】
商铺被断电，无法正常营业

“这两台（冰箱）是冷冻，那两
台是保鲜，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食
材坏掉。”4月16日上午，家乐福超
市（长沙贺龙体育馆店）进出口通
道上的9家商铺均已被断电， 无法
正常营业。

记者注意到，9家商铺集中分
布在超市出入口，这里名为“澳门
街美食城”， 赵先生是其中一家商
铺的老板。 根据赵先生的说法，
2018年下半年他与李某签订了租
赁合同， 双方约定店铺租金为
11000元一个月， 加上水电押金、
入场费等费用，赵先生一次性缴纳
了13万多元。

根据家乐福超市方的说法，李
某注册了一家名为“湖南憨辣”的
餐饮公司， 双方签订了承租合同，
打造了这条名为“澳门街”的美食
城。“而实际上， 自从2018年11月
10日美食城试营业开始，李某仅仅
向超市方缴纳了一个月的租金。”
超市方一名负责人称，2018年12
月份开始就再也联系不上李某。

4月15日， 家乐福方发布公告
称：因李某拖欠房屋租金，家乐福已

于今年2月6日终止了双方合同，并
将于4月16日对房屋进行断电处理。

【调查】
承租商失联，投资打水漂？

记者统计发现，9家商户均是
与承租商李某签订的租赁合同，分
别缴纳8万元到17万元不等，租期
三年。

李小姐也是此次事件受害者
之一， 其一次性缴纳了9个月的租
金。如今，李某突然失联，家乐福超
市对9家商铺的经营权“不予认
可”。李小姐称，家乐福方的解决方
案就是：商户们要么与家乐福签订
合同，要么自己退场。

多名商户向记者证实，当时李
某向他们承诺的“改善经营环境”
包括户外广告和自媒体的推广，但
自始至终没有兑现过，“所以生意
惨淡无比。”

记者注意到， 李某虽然是以
“湖南憨辣”与家乐福签订合同，但
其公司注册地址竟然为：贺龙体育
馆负一层家乐福超市 128、138、
139号商铺。

李小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包
括租金、入场费、商铺装修、加盟费
等， 自己前后总共花掉了30多万
元，“要是超市赶我们走，这些血汗
钱就打了水漂。”

【进展】
双方均报案，供电已恢复

由于协商无果， 目前超市方、
商户均已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记者
了解到，截至发稿前家乐福超市已
恢复商铺的供电。家乐福方也向记
者表示，将会在本周五重新寻求事
情解决方案。事情的进展，本报将
持续关注。 ■记者 张浩

招商骗局？ 商户交租百万却没法营业
家乐福打造的“澳门街”美食城承租方失联，商场断电赶人

望城两天打掉
4个传销窝点
河南夫妻团聚返乡

实战演练途中，民警抓住真逃犯
犯罪嫌疑人故意杀人后潜逃10年

4月17日，逃犯被演练中的民警控制后被带回调查。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