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8日讯 常德一
男子入室盗窃，不偷钱财和贵
重物品， 只偷崭新的被单。今
天，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南
坪派出所破获了这样一起奇
葩的系列入室盗窃案件，犯罪
嫌疑人李某被刑事拘留，警方
从其家中搜出价值3万多元
的35套被盗被单。

2017年下半年开始，常
德“万达湖公馆”小区某栋楼
先后发生多起晾在屋内和走
廊上的被单丢失的事件。

民警介绍， 今年5月5日

晚，经过连续蹲守，将居住在
该栋24楼的39岁男子李某当
场抓获，并从其家中衣柜中现
场搜出35套被盗被单。 李某
交代， 从2017年以来先后作
案60多起， 盗窃被单100多
套。他说自己有严重“被单情
结”，盗窃只是过把手瘾。经警
方初步调查，结合心理专家的
对症分析，嫌疑人李某的这一
行为属于典型的“恋物癖”，如
果及时治疗应该可以治愈。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吴林芳 熊廷芳

本报5月8日讯 近日，深圳警
方查获一网络医托团伙。 该团伙在
百度等网站进行关键词最高竞价，
并冒充医生向患者推销伪造的三甲
医院， 最终骗取患者的高额医药费
用。记者梳理发现，被“包装”的医院
中就有长沙长峰医院。

所谓“精神病”其实是压力大

据深圳卫视报道称， 湖南的胡
先生发现14岁的儿子最近精神有
些恍惚，学习上总是心不在焉。胡先
生通过百度搜索，得到的结果是“精
神有问题”，百度还推荐其去长沙长
峰医院精神科治疗。

在长沙长峰医院治疗期间，胡
先生花了2万多元给儿子做了一系
列的检查， 医生还为其开了一些药
回家服用，“医生说什么病都可以治
好的， 我儿子这个病三天就可以搞
定。” 可没想到儿子病情反而加重
了。胡先生称，吃了药之后儿子说脑
袋里一直轰轰作响。

后经湘雅医院诊断， 胡先生的
儿子头晕其实是学习压力大， 根本
不是什么精神疾病。最后，胡先生只
花了几百块钱就治好了儿子的病，
“百度搜索时显示的是三甲医院，没
想到这么不靠谱。”

深圳龙岗警方披露， 本次查获的
深圳市山水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山水医疗）， 主要利用百度
竞价排名，吸引患者到伪造的三甲医
院网站进行咨询，“胡先生去的这家
湖南长沙长峰医院就是其中之一。”

抓获犯罪嫌疑人30人

深圳市龙岗刑警大队中队长梁
永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深圳
山水医疗通过深圳这个工作点，联
系到全国各地的患者， 然后冒充医
生、医生助理，与这些患者建立网上
问诊。

在问诊过程中，“医生” 会故意
夸大病情，造成患者恐慌，引导患者
来到与深圳山水医疗有承包关系的
医院进行就诊。 而这些医院的治疗
价格都是正规医院的十倍左右，大
部分药物对病情毫无作用。

深圳警方辗转长沙、广州、昆明
等地， 最终抓获30名犯罪嫌疑人。警
方进一步调查中还发现，公司的竞价
是整个犯罪套路的关键。据办案民警
透露，深圳山水医疗承包了各医院科
室的推广业务后，会在百度推广上对
精神类疾病常搜索的关键词进行竞
价，每一个关键词都要竞价。

警方介绍，涉事企业的负责人

苏某、吴某等人均系福建莆田人，先
后出资成立山水医疗昆明安定医
院，后又在长沙、广州联系到由莆田
老乡开办的民营医院， 他们以每月
10万元承包了医院精神科。

“医疗费用由医院统一收取，医
生在医院统一备案。”据介绍，在与
医院每月结算扣除外包费10万元
和医生基本工资外， 深圳山水医疗
还会每月额外向医护人员支付薪
水，“常常高达每月4至5万元。”

院方并不知情

针对此事， 长沙长峰医院又会
作何回应呢？“目前还在了解过程
中，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医院一张
姓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院方将根据案件事实进行调查核
实，“我们需要根据事实说话”。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医院内部获
悉，事情被曝光后医院展开了自查，
但并未发现胡先生这个病例，“到目
前为止， 没有任何人就此事向医院
提出异议、诉求。”对于此次被曝光
的网络医托团伙， 长沙长峰医院称
此事是深圳山水医疗虚假网站背着
医院所为， 院方不知情， 也是受害
者。背后真相到底如何？本报将会持
续关注。 ■记者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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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2万治疗“精神病”，其实只是压力大
深圳查获一网络医托团伙，长沙长峰医院涉案 该团伙冒充医生向患者推销假三甲骗钱

◆本人邓弄璋（432325196807
238515）不慎遗失保单号为 P
DAA201843040000128012 人
保商业险加保批单，现声明作
废，特此证明。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11 执 4034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
登记在唐赛情名下坐落于长沙
市岳麓区咸嘉新村 5 栋 408 号
房屋，权证号为：714291104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为长国用（2013）第 072544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编
号为：514094011 的他项权证
一并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协会（购领
证号 1859）遗失湖南省社会团
体会费收据湘财通字（2016）票
号 00686443 第一联和第二联，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乾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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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坤霞，电话 13946409399

减资公告
衡阳猎聘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
本从 5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现
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联系人：彭桢 17873451581

遗失声明
龙山县乌龙山大峡谷旅游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
行龙山县支行核发的企业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698000267501,声明作废。

◆王灿遗失车牌号湘 AQ2G20 的
太平洋保险商业保单号：ACHS
U34Y1418B013578N,单证号：
CFBA18150044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丰驰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长沙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麓谷税务
分局和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04
580930406，声明作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现对《湘江永州至衡
阳三级航道建设二期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进行全本公示。
一、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
下载的网络链接：
http://www.hnjtgh.com/ar
ticles/11/2019-5/163.html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可至项目环评编制单位
所在地或建设单位所在地索取。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建设地周边，可能受本项
目影响的居民或团体。
四、公众意见的反馈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将填好后的《公众意见
表》，通过发送电子邮件、传
真、信函、电话等方式反馈或
到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办公地
点当面进行反馈。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公示后的 10个工作日内。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规划与项目办公室
联系人：冯工 0731-84749601
环评单位：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 0731-82256395；
441675669@qq.com

湘江永州至衡阳三级航道
建设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注销公告
慈利县长潭河山羊养殖专业合
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伍琇绣，电话 15507445901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狗哥土菜馆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源分
局 2013 年 8 月 7 日核发 430811
600027850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减资公告

东安县新作为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会决议拟将注册资
本由原 3000 万元整减少至 1000
万元整。 请债权人见报后 45 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樊家兴,电话:18797708503

注销公告
慈利县金星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汪小明，电话 15274426606

◆韩宇佳（父亲：何臣明，母亲：韩
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809450，声明作废。

◆张语栖（父亲：张江航，母亲：王
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1454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启子家电
维修店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8 月
8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
30112MA4M08ME0T 营 业 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天时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4301040102311）、
合同专用章（4301040102315）、
财务专用章（4301040102312）、
法人（凌进基）私章（430104
01023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天时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4301000143772）、
合同专用章（4301000143777）、
财务专用章（4301000143775）、
法人（殷白云）私章（4301000
1437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关怀生殖健康咨
询服务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天心分局 2015 年 8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3600309845，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123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王虹名下位于长沙
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一段 226
号碧水龙庭 20 栋 704 号房产、
权证号为：20170032425 的房
屋所有权证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3 执恢 603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彭跃兵名下的坐落于
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路 1348 号
一力物流园 13-9 号门店及住宅
408 号房产的、编号为：长国用
（2013）第 037902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邓旭光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7 年 7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2265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代华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2 年 9 月 11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26003272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潺陵珠宝金行（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30721MA4M
R11J6Y）遗失通用机打发票
50 张，起止号 00319101-0031
9150，代码 14300131012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贾群遗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3 年 7 月 2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43082
16001404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华成金阳食府（税号 92
430481MA4PRH9U3J） 遗 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43001
800107，号码 0282138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皇城夜总会股东决议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地址：汝城县城
关镇新建东路 226 号,联系人:
宋国华,电话 18890120888

遗失声明
汝城县皇城夜总会遗失汝城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2 年 1 月 11
日核发注册号为 4310260000
07727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县好帮手人力资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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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艳春，电话：15096015628

遗失声明
长沙泼墨仙人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税号 914301003256824259，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
发票代码 4300173320，发票号码
18044861，1804486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千讯通讯设备商
行（注册号：430111600926070）
遗失中国电信押金统一凭据，
收 据 代 码 ：201101050001, 号
码：10048636， 金额：5000 元，
声明作废。

◆曾泓舸不慎将建筑施工企业
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遗失，证号：湘（水）建安
B（2013）0075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慧友三联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24 份
发票代码 4300151130，号码 00
464356 -00464358、00464360 -
004643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海湾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代码：914304815722358097）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0 份，发
票代码 ：4300174320， 发票号码 ：
11067205-11067214，声明作废。

◆邓亮文遗失湖南广播电视大
学毕业证，证书编号：9302847，
声明作废。

公 告
因曾祥圣（身份证号：4301811980
0317****）履行 2017 年 12 月签订
的编号 HGHZ171218HGZY001B
的《融资租赁合同》严重违约，特此
告知：见本公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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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因范畴（身份证号：42242819660
412****）履行 2016 年 12 月签订
的编号 HGHZ161213HGZY007B
的《融资租赁合同》严重违约，特
此告知：见本公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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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因严春益（身份证号：520102197
10809****）履行 2018 年 1 月签
订的编号 HGJYD-205 的《融资
租赁合同》严重违约，特此告知：
见本公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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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因詹嘉华（身份证号：43102419781
120****）履行 2016 年 8 月签订的
编号 HGHZ160816HGZY003B 的
《融资租赁合同》严重违约，特此告
知：见本公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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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因赖志明（身份证号：43012419740
910****） 履行 2017 年 1 月签订的
编号 HGHZ170121HGZY001B 的
《融资租赁合同》严重违约，特此告
知： 见本公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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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因蒋纳新（身份证号：43052319710
914****） 履行 2017 年 4 月签订的
编号 HGHZ170426HGZY004B 的
《融资租赁合同》严重违约，特此告
知： 见本公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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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亿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靓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
15 年 4 月 19 日对我公司开出的
10 万元投标保证金收据一张，
编号：0007445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城驿小馆餐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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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德龙，电话 18574392221

注销公告
株洲市石峰区山新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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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铸，电话 15116011388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山新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石峰分局 2010 年 1 月 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020400000497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石峰区海龙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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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好，电话 15116011388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海龙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石峰分局 2011 年 5 月 2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2
0400000610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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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注销公告
永兴县华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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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曹华金，电话 18075525777

◆唐梓旻（父亲：唐文礼，母亲：谈
昊）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407986，声明作废。

◆黄翔（父亲：黄金凯，母亲：何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0304648，声明作废。

◆陶锦怡（父亲：陶德意，母亲：
黄惠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565996，声明作废。

◆曹锦伊（父亲：曹文义，母亲：赖
昌云）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248664，声明作废。

侦破

回应

男子入室盗窃专偷被单

5月5日，民警从李某家中搜出35套被单。 记者 王智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