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案一审开庭时， 原被告及
委托代理人都到庭参加了诉讼。
王军称， 其中几万元确实是自己
花费，或是帮朋友付款，不属于赠
与， 而大部分转账确实用来给李
娟买房买车。李娟则称，部分钱是
她和王军之间借贷往来， 比如有
一笔20万元是借款，王军并没有
要求她还，赵静更无权要求她归
还；并且她怀孕后，只得做了流
产手术，应该得到赔偿。

岳麓区法院一审认为， 李娟
基于与王军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而
获得其给付的钱款，因违背公序良
俗应归于无效，并应当予以返还。

鉴于王军和李娟之间确实存
在李娟为王军垫付较大金额款
项、李娟信用卡交由王军保管使
用等情形，法院确认李娟应返还
款项为其购买车辆所借款项15
万元及两套房屋首付款589028
元，共计739028元。

案件

一审宣判后， 李娟及赵静
均不服上诉， 赵静认为法院漏
算了部分款项，而李娟则称，王
军赠与的是夫妻共同财产，赵
静没有权利要回所有的钱，只
能要回属于她的部分。

长沙中院二审审理后认为，
王军持有并使用李娟的信用卡，
存在李娟为王军垫付公司业务支
出、个人消费等经济往来。该部分

是正常的经济往来或者交往。而王
军与赵静系夫妻，夫妻存续期间两
人的财产在未处分之前，由夫妻两
人共同共有，故李娟主张因王军未
主张返还， 只需返还赵静部分即
739028元的一半， 与法律规定不
符，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长沙中院二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丈夫出轨赠与财产，妻子能全部要回吗
情人：夫妻共同财产，原配只能拿回一半 二审：维持原判，情人返还房屋首付款及买车款

丈夫出轨，给情人的公寓、别墅付首付款，还买了奥迪小车给她开，妻子将丈夫和情人一同起诉
到法院。情人却称，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即使妻子起诉要回，也只能拿回一半……近日，长沙中院二
审宣判了这起赠与合同纠纷，法院终审判决情人返还房屋首付款及买车款。

■记者 虢灿

两口子结婚十多年， 女儿
活泼可爱，经过多年打拼，生活
富足， 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却
因丈夫王军的出轨戛然而止。

2014年， 王军因为业务往
来认识了比自己小10岁的李娟，
2017年两人关系慢慢亲密起来。
情到浓时， 王军对李娟出手大
方：李娟买车，他出了15万；李
娟购买公寓、 别墅， 他付首付
款。 李娟名下的信用卡王军拿
着用，并且还款，而李娟也时不
时帮王军垫付一些公司业务支
出、 个人经济往来等。2017年8
月起半年间， 王军通过他本人
银行卡和他父亲的银行卡向李
娟转账支付共计95万多元。在
此期间，李娟怀孕并流产。

2018年3月，赵静将丈夫及
李娟起诉到长沙岳麓区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李娟返还丈夫赠
与的95万多元。

妻子起诉丈夫及其婚外情人

买房买车的钱全部返还一审

二审 情人认为妻子只应要回一半，法院不予支持

本报5月21日讯 两岁小孩
在小区景观水池边玩耍时，不慎翻
身掉入池内，外婆跳入池内施救却
摔倒。紧急关头，小区内的热心群
众飞奔而来，跳入水池内，一把将
小孩捞了起来……5月20日下午，
长沙市六都国际小区内上演了这
样惊心动魄又暖心的一幕。

记者从监控视频中看到，事发
前小男孩面向水池、倚靠在边上的
座椅上玩耍，双手撑在座椅上将身
体往前靠，小孩的外婆就坐在离他
约三四米远的地方。 在一次前靠
时， 由于双手没有及时撑住椅子，
一头栽进了水池内。外婆见状急忙
跳入水池，却滑倒了，连续努力了
好几次想站起来都没成功，小孩在
水中挣扎，离外婆越来越远……紧
急关头， 一道身影飞奔而来跳入
水池，一把将小孩捞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当小男孩跌
入水中时，边上有一名抱着小婴
儿的妈妈马上起身准备施救。她
尝试着把自己孩子放地上站立，
好几次未成功，最后将小孩交给
了边上的人，跳入了水中。

记者注意到，从小男孩跌入
水中到被救起来，整个过程仅花

了十几秒钟。
记者联系上了这道“飞奔的

身影”。他叫杨登学，已是花甲之
年，怀化芷江人，刚来长沙带孙子
才一个多月。 杨登学说当时正在
给孙子剥香蕉，听到广场那边有
人在喧哗，“我就往那边看了一
下， 看到有个小孩掉到水里面去
了还在挣扎， 赶紧把孙子放到了
一边，跑过去跳到水池里把他捞
了起来。” 把小男孩救上来后，杨
登学还对小男孩进行了急救。

今天上午， 小男孩的父母在
业主群里向这两位热心邻居表
达了感谢，“希望我们这个有爱的
小区能继续将这份爱延续下去。”

记者从该小区物业处了解到，
该水池深约40厘米，“水池里面有个
喷泉，每天上午和下午，我们都会打
开喷泉， 业主们也喜欢带小孩在这
边玩，看喷泉、喂金鱼。”物业工作人
员表示， 水池边上树立了警示标
牌， 每天在巡逻的时候也都会提
醒带小孩的家长们注意安全。“后
续我们会在水池边上加装一排栅
栏，保证安全。”
（扫左上角二维码看救人视频）

■记者 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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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华兴玻璃有限公司遗失在
中国农业银行沅江市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561200021
9901；账号:18455901040008756，
声明作废。湖南华兴玻璃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21日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 748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保全案
号（2019）湘 0104 执 401 号】，
现将登记在李娜名下位于长沙
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 1500 号
北辰时代广场板上部分 D1-2 栋
2003 号房屋、权证号为 ：716
149760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
屋编号 为 ：长 国 用（2016）第
150499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一并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德恒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广汽本田凌派车型合格证一
份，车架号 LHGGJ7C6XH2046408,
合格证号 WDL001703494252,合
格证纸张编号 03494252,声明作废。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的长沙城区受湘江枢纽影响的
排水管网改建工程（长沙县部
分）涉水工程暮云片区高排通江
管涵工程工程已竣工，凡与该工
程具有债权关系的自然人和法
人（包括农民工工资及所有材料
款）， 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持有效债权凭证到我公司
申报债权。 如因逾期申报，则视
为自动放弃债权，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债权人自负。 申报地址：长
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370 号省
水利厅大院黄楼 201 房。 联系
人：何先生，联系电话：15084899737
公告人：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工 程 债 权 申 报 公 告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的湖南省东安县群力等 21 座一
般小Ⅱ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施工第三标段工程已竣工，凡
与该工程具有债权关系的自然
人和法人（包括农民工工资及所
有材料款）， 请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60 日内持有效债权凭证到
我公司申报债权。 如因逾期申
报，则视为自动放弃债权，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债权人自负。 申报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370 号省水利厅大院黄楼 201
房。 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5084899737
公告人：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工 程 债 权 申 报 公 告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的湖南省新邵县农业综合开发
下源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
目总干渠和迎光干渠的配套改
造标段工程已竣工，凡与该工程
具有债权关系的自然人和法人
（包括农民工工资及所有材料
款）， 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持有效债权凭证到我公司
申报债权。 如因逾期申报，则视
为自动放弃债权，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债权人自负。 申报地址：长
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370 号省
水利厅大院黄楼 201 房。联系人：
何先生，联系电话：15084899737
公告人：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工 程 债 权 申 报 公 告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的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大众垸防
洪整治工程项目一期-沩水北
岸护坡工程一标段工程已竣
工， 凡与该工程具有债权关系
的自然人和法人（包括农民工
工资及所有材料款），请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持有效
债权凭证到我公司申报债权。
如因逾期申报， 则视为自动放
弃债权，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债
权人自负。申报地址：长沙市雨
花区韶山北路 370 号省水利厅
大院黄楼 201房。联系人：何先
生，联系电话：15084899737
公告人：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工 程 债 权 申 报 公 告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的怀化市鹤城区字山、天星塘等
2 座小（Ⅱ）型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工程已竣工，凡与该工程
具有债权关系的自然人和法人
（包括农民工工资及所有材料
款），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持有效债权凭证到我公司
申报债权。 如因逾期申报，则视
为自动放弃债权，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债权人自负。
申报地址：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
路 370 号省水利厅大院黄楼
201 房。 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5084899737
公告人：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工 程 债 权 申 报 公 告

遗失声明
衡阳市双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将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珠晖
分局 2011年 8月 29日核发注
册号 430405000003884营业执
照正副本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渔政公告（2019）第 1号
我站在渔政执法过程中依法查
扣（登记保存）了一批违法捕捞
渔具，现依法公告告知，请被查
扣（登记保存）了渔具的所有人
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
携带身份证等合法证件，到长沙
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长沙市
杜甫江阁长沙渔政码头）接受处
理。 在规定期限内未前来接受处
理的，我站将依法处理查扣（登记
保存）的违法捕捞渔具。 特此公告。
（相关渔具及照片附后）

长沙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2019年 5 月 11日

违法捕捞渔具处理公告

注销公告
华容县玖福钢结构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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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球 电话：15700744888

注销公告
长沙壹亩壹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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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波 电话:13875978177

减资公告
隆回县金竹笋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向企业登记机关减
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4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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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元秀，电话 15873979136

注销公告
涟源市煤都矿山物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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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鸽鸣，电话 18673838899

结算公告
我公司中标施工的宁乡市 2017
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可持续发展
农业项目第一标段（HNNXT17001）
项目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完工，
并已办理完竣工验收， 工程决算
等一切手续。 现登报公告，所有涉
及与本项目有关的债权人， 请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80 天内与我
公司联系并办理结清事宜， 过期
不予受理。 联系单位：江西赣基集
团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财务部，工程部
联系电话：0792-8326273
联系人：苏女士、杨先生

�������受衡山县农业农村局委
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 9 时 38 分在衡山县神龙盈佳
大酒店四楼多功能会议厅对以
下标的依法进行公开拍卖，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拍卖标的为衡山县贯
塘茶场改制处置的全部资产（不
含贯塘茶场职工安置区土地及
资产）。包括：1、坐落于衡山县贯
塘乡义丰、义母、迎风、东阳村的
4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
面积：54837.95m2），土地使用要
求详见衡山县城乡规划局出具
的山规地条字 [2018]31 号规划
条件书；2、坐落于衡山县贯塘乡
义丰、义母、迎风、东阳村的 13
宗农用地经营权（土地面积：268
415.62m2）；3、 位于贯塘茶场改
制处置资产范围内的房屋建筑
物、 构筑物和机器设备及苗木。
该标的按现状整体拍卖，参考价
为 3168 万元， 竞买保证金 1800
万元，履约保证金 200万元。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
开始展示，标的展示和报名截止
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9 日 16 时
前，有意竞买者请于上述时间内
到报名处领取拍卖资料，实地查
看拍卖标的，向指定账户交纳足
额保证金，持交款凭证和有效证
照到报名处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逾期不予办理。 联系电话：
0734-2401025（陈主任）
13974705117（邓女士）
15116876868（单先生）
报名地址：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工业
大道 9号科技研发中心 602室
衡阳市高新区解放大道 9 号御
璟花苑 B 栋 2单元 1517室

湖南合立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丰和拍卖有限公司

衡山县贯塘茶场改
制资产拍卖公告

湖南湘瓯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
司拟于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鼎盛路 6 号建设废包装容器
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 因项目
名称与原有已公示稍有差别，
本项目最新环评报告征求意见
稿（简本）及公众参与表均在环
评爱好者网上再次进行发布，
敬请关注， 任何有环保厉害关
系的公众及团体可在本公告之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
位及环评单位提出您对该项目
环保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如需
项目纸质文本， 可与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取得。
建设单位湖南湘瓯再生资源科
技有限公司
王总 13807498496

湖南湘瓯再生资源科技有限
公司废包装容器资源化综合
利用项目环 评 信 息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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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宏盛工矿贸易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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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书院路创远景园 7 栋 B
座 1403房。 联系人:王苏苏
电话：18674851450

遗失声明
长沙宏盛工矿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05 年 3 月 29 日核发注册
号为 430103000005135的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茗梦轩茶餐吧（社会信用代码：
92430204MA4LGGMUXP）
通用定额发票并列二联五十
元（发票代码：1430016134
27，发票号码：57826651 至
57826850）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遗失湘 AC117 挂道路运
输许可证副本，证号：4301002
093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大自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分公司（税号 91430304
MA4L52FQ43）遗失财务专用
章、负责人私章（廖响中）、发票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领购
簿、税控盘，声明作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及国家有关规定，征求意见
稿已形成，现进行公众参与第二
次公示。 1、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 恒广集团 http://
www.hnhg.net/； 纸质报告书：公
众可到湖南格瑞特置业有限公
司或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现
场索取或联系邮寄。 2、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受本项目直接影响
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
关注本项目实施的单位和个人。
3、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
www.hnhg.net/news/newslist/
news-id-12.html。 4、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从上网
址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提出对
本项目的看法和意见，也可通过
电话等各种方式发表意见。 5、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发
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6、建
设单位：湖南格瑞特置业有限公
司， 联系人： 肖经理， 电话：
13787228445。 7、环评机构：永清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
工，电话：0731-84880680。

长沙康华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锦虎家具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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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书，电话 13365805678

减资公告
湖南达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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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电话 18570386750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凌然电脑商行
（代码：92430102MA4LJ6M
C1N)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 2份，发票代码：043001
800104，号码：68028248，680
282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不慎遗失交强险标志
（内置式）-2019版：单证流
水号：0000133179、174506、
177614、178171、230727，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鑫壹利办公家
具经营部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 J5510045396601
开户行农行长沙雨花区支
行，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保靖县川河界高山蔬菜产销专
业合作社经成员决定，本合作
社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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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合作
社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保靖县魏竹北路
21号，联系人：蔡玉松
联系电话：18174386555

遗失声明
南湖新区顺通烟道管厂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核发的机构信用代
码证 G7043060100382380E，账
号 18389401040003544，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5570003823801，
声明作废。

两岁娃不慎落水，花甲老人飞奔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