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5日上午， 长株潭
地区公检法司等法律职业共
同体代表的2000多名马拉
松选手在橘子洲头展开长跑
角逐。这是由长沙市司法局、
长沙市律师协会主办的纪念
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40
周年暨第二届长沙律师节开
幕式中的活动。 第二届长沙
律师节将持续到六月底。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刘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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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5日讯 我国每年大
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畸
形儿出生。5月15日-16日， 国家卫
健委妇幼司联合中国出生缺陷干预
救助基金会在长沙举办2019年第
一期全国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
专题培训班。 此次培训班由湖南省
儿童医院承办。

作为首批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
项目定点省份，近年来，湖南组织开
展了基层医务人员培训、 下乡义诊
筛查等系列出生缺陷防治工作，自
2017年启动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
项目以来，全省5家定点医疗机构已
救助贫困家庭患儿1050人，农村患
儿救助数量占救助量的85.44%，累
计救助金额达1591万元，救助总额
居全国项目实施省份前列。

此前， 湖南省该救助项目定点
医疗机构包括省儿童医院、 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 湘西自
治州人民医院5家医疗机构，此次会
上，株洲市妇幼保健院、娄底市妇幼
保健院、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增
为项目定点医疗机构。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江丰霞 李雅雯

她叫易跃， 从小成绩优
异， 理想是成为一名技术高
超的医生，救死扶伤。她学习
刻苦努力， 从大学， 到研究
生， 还获得了到美国读博的
机会。可惜在临行前，她被查
出患癌。今年5月14日，年仅
31岁的她离开了人世。

“她原本想为医学奉献
一生， 如今只能奉献一身。”
易跃离开后，家长眼含泪水，
依照孩子的遗愿， 捐献了眼
角膜和遗体。

不能医学救人， 那就捐
献出自己的遗体

5月14日晚，宁乡市中医
院的病房里， 易跃的情况不
太好。

时针慢慢转到22时，她
的呼吸逐渐微弱，最后停止。
易跃的爸爸妈妈强打精神，
他们还有事情要做， 那就是
帮女儿完成遗愿： 捐献出眼
角膜和遗体。

接到易跃家人的电话
后， 由湖南省红十字会、爱
尔眼科、 宁乡市红十字会、
湘雅医学院、湖南师大医学
院组成的遗体捐献接收队
伍， 赶到宁乡市中医院，在
凌晨共同见证这一个心怀
大爱的壮举。

从小成绩优异， 医生是
她一直努力的方向

易跃是宁乡市人， 从小
成绩优异，在上高中时，她提
出学医，家人表示非常支持。

2016年， 易跃从大连医
科大学硕士毕业； 凭借着自
己的努力， 她获得了到日本
留学一年的机会。 学成归国
后，易跃决定继续求学，拿到
了 前 往 美 国 攻 读 博 士 的
“PASS”卡。

可就在易跃准备前往美
国的前夕，她因为身体不适，
到医院检查。2017年10月，这
个一心扑在学业上， 甚至还
没来得及结婚的女孩， 竟然
查出患上了一种女性特有的
癌症。

美国深造计划戛然而
止，易跃开始与病魔斗争。她
心态很好， 心中一直坚定自
己的初心———将一生奉献给
医学事业， 这成为激励她积
极与病魔抗争的强大动力。

可惜， 易跃的病情日渐
严重。她有些遗憾，还没有完
成医学生的使命就要离开。
于是， 她不顾家人的极力反
对，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书，
要为医学事业献出自己最后
的所有。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卢向阳

本报5月15日讯 理财投
资， 可别轻信非法投资平台。
这不， 全国1078名投资者就
因为所谓的高额回报，入股了
“澳汇国际” 投资平台， 结果
不到两个月，被骗走566.99万
元！今天，该案在长沙市天心
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欧某等
17名被告人被检方指控涉嫌
诈骗罪。

赚了小钱丢了大钱

“前两次投资都是赚了的，
可第三次投进3000元， 被要求
买跌， 结果一下子全没了。”刘
杰（化名）称，2017年12月，一
个自称是“澳汇国际”的理财师
申请加他为微信好友，名叫“刘
莉” 的理财师便开始给他“洗
脑”———投资“澳汇国际”投资
平台，保证100%盈利，盈利后
还会分红25%。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刘杰
用手机扫描了对方发来的二
维码，登录投资平台，并完成
了账号注册。为帮助刘杰快速
上手，理财师刘莉还给他发了
视频教程，并告知系统是通过
美元来投资交易的，充进去的
人民币将会按照实时汇率兑
换成美元。

“我充了100美元， 入了两
股，结果一个赚了一个亏，最终
盈利了2.5美元。” 刘杰准备继
续投资时， 理财师却说第二次
只能玩1000、3000、5000美元
三个档。 在选了1000美元的投
资后， 刘杰买了两股， 纯盈利
225美元。

就在刘杰第三次投资时，最
低投资金额上升到了3000美元。
“她让我买跌，没过多久，钱全亏
空了。” 刘杰就意识到被骗了，向
警方求助。

投资平台可以后台操纵

刘杰并非唯一的受害者，随
着被骗人数的增多， 长沙警方
也接到了相关的举报。 在介入
侦查后， 长沙警方很快打掉了
这个犯罪团伙。在抓捕过程中，
一名被告人担心警方拿到证
据，把手机丢出窗外。找到手机
后，民警发现，2017年11月26日
至2018年1月8日， 该集团共诈
骗被害人1078人， 诈骗金额达
566.99万元。

公诉人表示， 这个投资平台
是非法运营的， 各窝点找来的业
务员通过高额回报骗受害人投
资，还设计了10多个应对模板，让
受害者一步步入套。最终，通过后
台操控，让受害人输光所有钱，个
人被诈骗最多的达10万元。 业务
员没有底薪， 收入主要来自个人
诈骗总额的30%提成。

被起诉的4个窝点，分别是独
立的诈骗团队。 被告人多是来自
娄底市双峰， 有的把自己的亲朋
好友都拉了进来。 被告人赵某学
坦言，之所以会加入这个组织，是
为了赚钱做试管婴儿。“因年龄偏
大， 很难怀孕。 为了学好骗人技
巧，还专门用笔记本做记录，最后
骗了受害人6万多元。”

由于案情复杂， 法院宣布休
庭，将择日再审。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王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常德市财经资产管理处债权转让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常
德市财经资产管理处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常德市财经资产管理处。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常德市财经资产管理处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常
德市财经资产管理处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其中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未偿还的本金余额合计为 87,862,029.56�元，未偿还的利息余
额合计为 19,961,350.14�元。

特此公告。
受让人联络方式如下：

地址： 常德市武陵区城北办事处柏子园社区洞庭大道 410
号（市政府第三办公楼三楼）

联系人：傅智勇 联系电话：1360736937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常德市财经资产管理处
2019年 5月 16日

序
号 借款人 本金 利息 保证人 抵押人

质押人
湖南三兄特
色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常德兴达
纺织有限
公司

1

2

47865000.0015915262.73
何建明
王昌立

湖南三兄特
色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何建明

39997029.56 4046087.41 毛新云
陈宏英

常德兴达纺织
有限公司、常
德兴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拟向社会公开招标
购买一批办公电脑等设备，特邀注册资金 50 万
元及以上，具有相关资质和相关专业技术能力
的公司报名参加。

领取标书时请提供：
1.单位介绍信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加

盖公章的复印件)
2.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税务登记证副本

(复印件需盖公章)
3.相关授权书等资料(复印件需盖公章)
领取标书截止时间：
2019年 5月 20日 17：30
联系方式：邵女士 0731-84329074
报名地点：新湖南大厦 48楼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16日

办公电脑设备招标公告

入股“澳汇国际”，千余人被骗567万
100%盈利？100%让你输光！ 17人诈骗团伙长沙公开受审，他们大多来自双峰

传销、非法集资、银行卡诈
骗……怎样防范经济犯罪、守
护好自己的钱袋子？5月15日，
湖南公安机关在全省开展打击
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各地民警走上街头， 教市民识
别身边的各种“套路”，不要再
理财、“敛财”傻傻分不清。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与民
同心，为您守护”，主会场设在
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中心广

场。副省长、公安厅厅长许显辉，
公安部经侦局政委景宏等领导出
席活动。

同时， 各分会场通过宣传手
册、展板、公益小视频及民警现场
答疑等方式， 向广大群众介绍了
当前经济犯罪的形势和特点，并
结合典型案例剖析了经济犯罪作
案手段， 传授了防范经济犯罪的
知识。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颜英华

链接

理财、“敛财”傻傻分不清？
全省民警走上街头，教你防范各种“套路”

31岁医学硕士因病离世，最后时刻她毅然决定———
不能医学救人，那就把遗体捐给医学事业

作为首批先天性结构畸形
救助项目定点省份
湖南2年多救助
贫困患儿10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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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律师
长沙竞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