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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男孩商场外喷泉玩水，触电晕厥
值得庆幸：孩子救过来了 医生后怕：宝爸水中徒手施救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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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2日讯 借款4万元，3个
月后却要连本带息还款8万多元，还不
上款，还会遭到暴力讨债。一个以范某
为首的高利贷暴力讨债团伙被长沙县
警方打掉。今天上午，长沙县公安局发布
了这起高利贷涉恶案件的侦破细节。

小向是长沙县某饭店的厨师，由于
平时开销大，工资经常不够用。经熟人介
绍，小向找到范某借了1万元，到手7000
元。3个月内，小向陆续向范某共借了4万
元，没成想利滚利，还了85000元后，还
欠下了一笔未知的巨额贷款。 因无力偿
还贷款，他遭到暴力讨债团伙追债。去年
11月20日，小向选择了报警。

长沙县公安局开慧派出所民警发
现，辖区内的小刘也因借款5万元，连本
带息还了12万元后，竟然还有12万元的
借条在借款人手中。

办案民警段红阳介绍，通过调查，
一个以范某、 冯某为首的高利贷暴力
讨债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段红阳介绍，
涉案团伙具有一定经验， 借条上只写
明借款金额， 而利息高低和受害人的
家境有关， 从30%的月息到8%的利息
不等， 已远超国家允许的利息范围。一
旦受害人无力偿还， 犯罪团伙便以恐
吓威胁、 谩骂滋扰受害人及近亲属等
暴力或软暴力手段催讨债务。

4月29日凌晨，长沙县警方在长沙
市开福区、 星沙、 开慧镇等地统一收
网。目前，该案共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7人， 扣押借条105张，pos机两个，银
行卡30余张，查缴资金6万余元。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文坚

◆曾爱君于 2019 年 6 月 9日遗失
残疾人证（证号：430103195710311
06314），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长沙金汇国
际大酒店 M 层对长沙市天心区
黄兴南路 199 号新大陆银座商
厦 51 个商铺（建筑面积共约
1123.71m2） 按现状进行公开整
体拍卖。 标的即日起在标的所
在地开始展示并接受咨询，有
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及竞买
保证金 200 万元（未成交全额
无息退还）， 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 16 时前来我司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保证金付款账户：湖南
财富拍卖有限公司，账号：8001
00946709019，开户银行：长沙银
行汇丰支行。 联系人：15399975828 、
13874942573 梁女士

湖南财富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

迁坟公告
经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函

[2017]605 号文及省人民政府
[2018] 政国土字第 1495 号审批
单的批准，征收长沙市开福区捞
刀河街道白霞村、大星村集体土
地 9.5501 公顷作为长沙市 2017
年度第八批次项目(该项目本次
实际腾地 4.6443 公顷)。 长沙市
开福区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发布了[2019]第 025 号《征
收土地方案公告》。 由于该项目
工程建设在即，红线范围内有少
量坟墓急需迁移， 具体范围为:
捞刀河街道白霞村八组、 十四
组，规划支路以东、岭北路以南、
长青路以西、中岭路以北红线范
围内(具体位置以红线边沟为准)。
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
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二十日内，
速与长沙市 2017 年度第八批次
项目(白霞医专)拆迁指挥部联系
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将视
作无主坟，由建设单位作深理处
理。 联系人:曾先生
13875969557 (捞刀河街道)
刘先生 13574848570 (金开区)
联系地址:长沙市 2017年度第八
批次项目(白霞医专)拆迁指挥部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开福区分局

2019年 6月 13 日

遗失声明
长沙华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1430100748352356Y） 遗失公
章及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衡阳市四维置业有限公司根
据 2019 年 6 月 12 日股东会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减至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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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文孝
柏；电话：18975450024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长沙市天心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19 年 6月 6 日起
3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阳利平，
电话：0731-85899628

遗失声明
吉首市秋阿姨奶茶店遗失吉首
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镇溪
分局 2018 年 8 月 21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33101MA4MQG2299，
声明作废。

◆张琳遗失坐落长沙市芙蓉区
韶山北路 179 号君祥大 厦
2301 室的房屋产权证， 号码：
714081008， 遗失他项权证，证
号 5140312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兴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湘潭分公司（税号 9143030
4MA4L7N6M2N）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4300
1800104，发票号码 5318715
4至 53187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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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新华联晴
岚苑 2 栋 1802 室，联系人：卢
美林，电话：18874828977

湖南绿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赛小妞快餐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8 年 1 月 8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2430105MA4PB
M752C，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铭毫机械加工经
营部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5 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
票号码 23810512（蓝字发票，
已作废），发票代码 04300180
0104，发票号码 19775879、19
775881、19775883、19775885
（此 4 份为红字发票），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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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宝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团队境内合同编号
为：CS1803696-CS1803670，
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嘉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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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灿 电话：0730-8449878

遗失声明
长沙百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6 年 8 月 3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104MA4L67F86A，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华年丁食品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3 年 6 月 2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
05600352825；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20
19）湘 0426 执恢 38 号之一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封案
号（2016）湘 0426 执 863 号之
三】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徐南
阳名下坐落在湖南省长沙市芙
蓉中路 218 号和府大厦 12-29
层 2507 室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07）第 008117 号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株洲市企云电商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600万元减至 484.8 万元,为保护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公告日起
45 天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谭青兰 1509630631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11 执 3741 号
之四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吴连山名下位于长沙
市雨花区红星大市场内 A2 栋
116 房、权证号为：708050736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编号
为长国用（2008）第 017148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编
号为：515034368 的他项权证一
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广州花猫皮具有限公司遗失广
州市花都区工商局 2017 年 5 月
15 日核发代码 91440101MA5
9MW9Y7G 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鲁周青遗失乡村医生执业
证书一本，编号 4331270072，
声明作废。

◆姜财溢遗失监理员证,证号:
XY17-T00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枫垭村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卓如均 17342661836

◆李霞遗失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
证书，证书编号 0728010112007，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城步白毛坪加油站经投资人决
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企业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段苁蓉，
电话：13357290999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3 执恢 651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长沙潮福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坐落
于长沙市芙蓉区织机街 47 号明
景公寓 110、111 号房屋（产权
证 号 码 为 ：00347863）， 现 将
00347863 号产权证上的 110、
111 房公告作废，相对应的国
土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老木坊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30850001
开户行为浏阳江淮村镇银行，遗失
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覃崎齐遗失湖南普通话二级
甲等证书，编号 4317040002585，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
19）湘 0103 执 66 号协助执行
通知书：现将周峰名下位于长
沙市天心区新谷路 368 号山水
嘉园 17 栋 101、103 号房产、长
国用(2013)第 006429 号、长国
用(2013)第 006431 号国土使用
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县警方打掉
一高利贷恶势力团伙

借4万元3个月后
还款8万多

▲6月8日， 桐桐（化
名）就是在这个喷泉玩耍时
触电晕厥的。

▲ 6月9日， 桐桐在省
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6岁的桐桐（化名），在长沙市步步高梅溪新
天地喷泉里玩水时，突然触电晕厥。孩子爸妈都
吓坏了，幸好在家人和围观群众的帮助下，桐桐醒
了过来，被及时送进医院，这才没有酿成悲剧。在
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一科住院3天后， 桐桐于6月
11日出院了。

6月12日，桐妈一篇题为“与死神搏斗”的文章
在朋友圈被刷屏。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张
兴文主任医师表示，万一遇到触电紧急情况，先要
使触电者尽快脱离电源。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梁辉 钟丹

桐妈清楚地记得， 事情
发生在6月8日中午， 当时她
和丈夫带着桐桐在步步高梅
溪新天地外玩耍。 这里有一
个喷泉， 好几个小朋友在喷
泉里踩水玩耍， 桐妈便也任
由桐桐一起踩了进去。

孩子踩到一个泉眼位置
时， 突然直挺挺地倒在了水
里， 桐爸大喊一声：“怎么
了？”孩子没反应，他立马将
桐桐拖出来， 前后不过5秒
钟。此时的桐桐，整个身体笔
直僵硬，眼睛翻白，整张脸白
纸一般，牙齿还咬住了舌头。

孩子触电了！ 桐爸桐妈
马上脱下孩子身上的衣服，
一边拨打120。可是桐桐没有
了意识，原本睁开的眼睛，慢
慢地就要闭上。

桐爸一直喊着儿子的名
字，让他不要睡，桐妈则不断
呼喊救命。 虽然围了一群年
轻人过来，但没人会帮忙；接
着来了几位老奶奶， 她们让
桐桐趴在地上， 心脏接触地
面， 老人则使劲按着孩子的
脚底穴， 桐爸桐妈则分工掐

人中。
看着孩子毫无反应，桐

爸哭了。这时，桐桐咬着自己
的舌头出血了， 桐妈赶紧把
自己的手给孩子咬， 桐爸也
伸出手，就在这时，桐桐“哇”
地大叫一声，然后放声大哭。
旁边一直担心的大叔喊着
“活了活了，活过来了。”

随后，120救护车赶到，
将孩子送到航天医院， 做了
基本的抢救和检查后， 桐桐
的生命体征慢慢恢复。 再后
来， 桐桐被送到了省人民医
院急诊医学一科抢救室。

“小孩进来时神志清
楚。” 接诊医生张帅告诉记
者， 桐桐被送来时由于遭受
电击， 肢体有疼痛和活动受
限的情况， 但身上没有明显
的电击伤口， 化验结果有心
肌酶升高。 在抢救室待了一
天后， 孩子被转到急诊留观
室， 继续接受补液等对症支
持治疗。治疗后，心肌酶恢复
正常，没有出现横纹肌溶解、
肾功能障碍，已于6月11日下
午离开医院回家。

看到桐妈的“与死神搏斗”文
章后，张兴文医生坦言，虽然孩子
生死一线间的故事让每一个为人
父母者看得胆战心惊， 但他们不
正确的救人方法，让他不吐不快。

根据桐妈的文章，桐桐遭遇
电击后倒在水中，桐爸在没有采
取任何断电及保护措施的情况
下， 徒手将儿子从水中抱出来。
“广场的电压应该是12伏的安全
电压，或者是有自动断电保护措
施，否则救人的家长自己也会触
电。”张兴文表示，有人触电后，
施救者首先应立即切断电源，如

果找不到电源开关、手闸，可以
用干燥的木棍、竹竿或戴上绝缘
手套，穿上橡胶鞋，尽快让触电
者脱离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拖拉
触电者，否则容易造成施救者自
己也触电。

桐妈文中还提到，就在他们
惊慌失措时，路过的热心大妈教
家长采用掐人中和按压脚底穴
位的方法进行急救。 张兴文分
析， 桐桐可能是触电后出现惊
厥，或阵发性心率失常导致脑缺
氧晕厥，被刺激穴位和按压人中
后苏醒。

男孩喷泉玩水时突然触电倒地

后怕 爸爸水中徒手施救很危险

提醒

首先使触电者尽快脱离电源；然后就地进行评估和急救，
如果触电者出现心跳呼吸骤停， 刺激穴位和按压人中的方法
于事无补，此时应对其进行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的辅助支持，
帮助触电者恢复心跳和呼吸，然后再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

正确的触电急救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