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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芳，机械制造自动化中级
职称证书丢失，证书号 B08143
0100000005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惠致电脑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芦
淞分局 2008 年 3 月 1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
03000000724;遗失国税、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
0203670792609;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代码 670792609;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牛越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911342203243，声明作废。

◆李诗宇（父亲：李亚，母亲：廖翠
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3035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隆回县跨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
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
本 15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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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湘荣 18607391539

减资公告
湖南豪裕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向企业登记机关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80
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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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晖，电话 18573969798

注销公告
张家界农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全体成员大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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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凯，电话 19974423586

遗失声明
花垣县通达建材批发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312
4MA4M7JWWXT ，经营场所：
花垣县花垣镇佳民圆盘路）遗
失 2016 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二
联折叠式）发票，发票代码为：
043001800104，发票号码为：16
756884，共 1张，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 739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粟习文名下位
于长沙市天心区暮云镇西湖村、
高云村橘郡 C16 栋 705 号房产的
湖南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用
收据（凭证号码：0002911917）
第一、三联及预告登记证（证号：
C415003071）一并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哆来咪日杂店遗失
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11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为：4303016000
293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动步发渣土运输有限
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
本遗失， 湘交运管许可长字
430100201144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县小肥羊美食店遗失沅陵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0 年 12
月 4 日核发注册号为 4312226
00091583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公 告
2018 年 10 月 26 日，我局烟草
专卖稽查人员会同相关部门在
京珠高速大浦出口处拦获临时
车牌号为湘 A81435 中联重科
压缩式垃圾车上运输的卷烟
4631条。 请当事人于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到我局接受处理，
逾期我局将依照《湖南省烟草
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的规
定，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衡东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18 年 11 月 22 日，我局烟草
专卖稽查人员会同相关部门在
京珠高速新塘出口处查获前车
牌号豫 HJ8165、 后车牌豫
H6G83 挂重型半挂牵引车上
运输的卷烟 11350 条。 请当事
人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局接受处理， 逾期我局将依照
《湖南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
条的规定，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衡东县烟草专卖局

遗失声明
陈友德遗失由税务局代开的开
给湖南省先导现代园林绿化有
限公司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发票代码:4300172350,发
票号码：00412024，声明作废。

◆任烨遗失湘潭技师学院助理
讲师职称证，证号：C030910300
000000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海银茶叶店（税号：
92430105MA4LMRAX0J）遗 失
湖南增值税卷筒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043001700107，发票号码：
262603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虎门综合贸易
经营部遗失岳阳市工商局岳阳
楼分局 2015 年 6 月 25 日核发 43
0602600228673 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3050219750330251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韶山市青龙沟慈悦书院旅游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由原 2200 万元减
少至 50万元。 请债权人见报后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毛俊伟,电话:19807323958

清算公告
衡阳市衡湘投资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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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光，电话：15873474131

遗失声明
利越（上海）服装商贸有限公
司湘潭第一分公司（税号 914
30300MA4LF60W3F）遗失已
作废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
00171320，号码 29695953；
遗失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蓝烟处理[2019]第 14号
2019 年 3 月 30 日 11 时许， 我局
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联合蓝山
县交警一中队， 在二广高速蓝山
收费站入口处拦截一辆车牌号为
“湘 M34490” 的红色重型厢式货
车（从永州市道县开往广东省广
州市方向），现场查获真品卷烟利
群（新版）等 10 个品牌共计 1340
条。 因当事人涉嫌无证运输烟草
专卖品， 我局依法对该批卷烟予
以先行登记保存。 由于无人认领
该批卷烟，我局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依法发布《公告》寻找货主。 现
《公告》规定的期限已过，仍无人
到案接受调查处理。 根据《湖南省
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烟草专卖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相关规定，我
局决定： 对查获的真品卷烟利群
（新版）等 10 个品牌 1340 条采取
变卖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湖南省蓝山县烟草专卖局
2019 年 7月 1日

蓝山县烟草专卖局
行政处理决定书

◆甘虹遗失湖南师范大学电算
会计专业毕业证，证号 2-96211，
声明作废。

◆彭绍伏（身份证号 4301041962
07074612）遗失购房资格确认
书，号码 10024774，声明作废。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前公示
经我局核准同意，拟设置该医疗机
构，现予以公示：
名 称：长沙天心芽医盟博恩口腔
门诊部
类 别：口腔门诊部
机构性质：营利性
床位（牙椅）：4张牙椅
执业地点：长沙市天心区万家丽路
与韶山路交汇处丽发新城 4 栋
101B 门面
诊疗科目：口腔科；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口腔）
该医疗机构设置批准前向社会进
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公示，依
法接受监督。
受理部门：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健康局
受理电话：0731-85899205、0731-85899216

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健康局

◆尹丽丽遗失执业机构为湖南融
城律师事务所执业证号为 1430
1201711428820 律师证，声明作废。

◆黄舒航（父亲：李友红，母亲：
黄娟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M430638143,声明作废。

公 告
2019 年 6 月 29 日，长沙县烟草
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湖南省
长沙市长沙县蓝田北路 5 号宅
急送快运进行检查， 查获一批
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
的烟草专卖品， 包括芙蓉王
（硬）、中华（硬）等 2 个品种共
计 75条（快递单号：A00643014
5234、A006430144965），我局依
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
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3911）。
2019 年 6 月 29 日，长沙县烟草
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湖南省
长沙县迈科路与 107 国道交叉
口恒广国 际 物 流园 L01 栋
104-106 号进行检查，查获一批
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
的烟草专卖品， 包括芙蓉王
（硬）1 个品种共计 500 条，我局
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
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3910）。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地
址：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系电话：0731-84010742）
接受调查处理。 若逾期不接受
调查处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
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对
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湖南省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1179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张生名下坐落于长沙市
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 513号东宸
林海小区 A5 栋 604 号房屋、权证
号为：20180137674 的房屋所有
权证及该房编号为：201801699
45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吉首大学商胡欣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91053120436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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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依萱（父亲：马建辉，母亲：刘
雨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N430371140，声明作废。

本报7月8日讯 后车牌丢
了，车主嫌补办起来麻烦，在网
上定做了自己车辆号牌的塑料
款挂在车后面。 他原本是为了
图省事，没想到被民警查获，面
临驾驶证记12分、 罚款以及行
政拘留的处罚。今天，长沙岳麓
交警大队通报该案，民警提醒，
补办牌照可以通过长沙交警微
信公众号、 便民服务桥公众号
等多个渠道补办， 可以邮寄到
家，方便快捷。

7月6日上午11点， 岳麓交
警大队五中队民警在西二环的
杜鹃路口开展交通违法整治
时， 发现东往西方向上一辆蓝
色货车正在等待红绿灯。 民警
上前询问驾驶员情况， 并要求
驾驶员下车接受检查。 而民警
在检查车辆情况时， 却发现后
车牌有些奇怪， 发现这块车牌

过于平整，用手一摸，竟然是块
塑料板做成的牌照。而塑料板上
的车牌号与前车牌无异，用铁丝
穿孔固定悬挂在车尾部的。

驾驶员郝某交代， 他是长
沙一名运货司机， 经常用这辆
货车运货。今年5月份，他在一
次运货回来后发现， 后车牌已
经遗失了。 郝某认为补办手续
麻烦，随即选择在网上查看“临
时标牌”的广告，按照自己的车
牌信息，定做了一块塑料车牌。
被民警告知面临的处罚后，郝
某悔不当初。

岳麓交警大队五中队民警
苏沅介绍， 驾驶员郝某因涉嫌
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
将面临驾驶证记12分， 罚款
2000元至5000元，并处以行政
拘留的处罚。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宋星雨

网贷“三板斧”逼20岁小伙走上绝路
10人团伙全国各地骗了11人，一审被判处1年至6年不等有期徒刑

荒唐！嫌麻烦竟定制“塑料款”车牌上路

广大驾驶员若发
现车牌遗失后，应当立
即前往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 申请补办牌照，
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
关注长沙交警公众号、
便民服务桥公众号等
多渠道申请补办牌照，
还能将牌照邮寄到家。
在正式牌照未补办成
功前，可以前往长沙市
任何车管所办理临时
牌照， 且能当天办理，
当天拿到临时牌照。

7月6日上午，长沙市西二环的杜鹃路口，郝某被民警查处现场。 记者 虢灿 摄

冒充金融机构客服，漫天撒网给全国各地的人打电话，以贷款
需要支付相关费用为由骗取钱财后，却不放贷。近日，由郴州市苏仙
区检察院以诈骗罪、掩饰隐瞒所得罪依法起诉的詹建某、汤某、胡某
等10人， 一审被判处1年至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曹德莉 刘力 邓乐

2018年8月13日16时许， 郴州
市公安局苏仙分局接报警称苏仙
区望仙镇某村一小伙子服毒自杀。
民警从死者身上发现了一份遗书，
遗书上写明了死者自杀的原因：小
伙子生前在网上被一个叫“上海雄
治金融有限公司” 的客服以贷款需
要支付相关费用为由， 分多次骗取

其资金共计19000余元， 最后却再
也联系不上这名办理贷款业务的
“客服”。

2018年8月14日， 郴州市公安
局苏仙分局立案侦查， 并立即调集
警力查找被骗资金的去向， 查获了
骗取死者资金的胡某、 詹建某等相
关犯罪嫌疑人等10人。

“我们是‘上海雄治金融公司’工
作人员，请问您是不是需要贷款？”如
果有人上当， 他们接着继续编谎话：
“请告诉我有关您的基本情况， 贷款
我们要收8%的手续费， 如果需要的
话我们可以帮您办理。”

这时候如果客户说需要贷款，
骗子就会把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可以

申请办理贷款的APP二维码发给客
户，让客户自己去申请APP贷款，如
果申请通过， 骗子再发一个收取手
续费的二维码给客户，收取手续费。

当客户办不下贷款的时候，骗
子就说“您是不是最近到处搞小额
贷款，征信太低？如果属实，您的贷
款申请就批不了。”

租用虚假贷款APP平台、 购买
诈骗话术和客户资料、 购买微信号
二维码及银行卡提现是这个电信网
贷骗局常用的“三板斧”。

2018年6月底，詹建某、汤某伙
同詹仁某一起租用了两个贷款的
APP平台， 一个由詹建某和胡某打
理， 另外一个是汤某和詹乒某一起
用。 他们冒充的是上海雄治金融有
限公司， 有公司营业执照和办公时
场景的图片及信贷员陈某工作证身
份证图片。由詹仁某提供诈骗话术、
客户资料、收款二维码及提现渠道；
詹建某和汤某则冒充“上海雄治金

融有限公司” 信贷员陈某向客户打
电话，进行贷款诈骗。他们做了一段
时间后发现贷款诈骗赚钱快， 便陆
陆续续将詹乒某、叶金某、詹志某等
人招入该诈骗团伙。其中，有人负责
打电话找客户， 如果客户有意愿想
贷款， 则由另外的人冒充贷款公司
的客服继续和客户微信聊天进行贷
款诈骗， 还有专人提供微信收款码
提现洗钱。收取完手续费之后，客户
就会提取贷款， 但是APP贷款根本
无法提现。

该案中被骗者达11人，来自全国
各个省份，被骗金额共计12万余元。

【遗书】 小伙身陷网贷骗局服毒自杀

【花招】 精心设计骗局，环环相扣

【圈套】 花钱审批，额度却不能提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