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法

捐献遗体，
25岁女孩以这
样的方式“重
回”母校。

本报7月11日讯 “吴思，无
私”！这几天，一则既悲伤又暖心
的故事， 刷爆了中南大学师生的
“朋友圈”———7月5日下午， 中南
大学湘雅医学院检验系2016届
毕业生吴思因子宫癌离开了人
世。根据她生前意愿，家属捐献了
她的眼角膜， 并将遗体捐献给了
母校湘雅医学院。

医学专业出身的吴思， 性格
乐观开朗。学期间，同学们都喊她
“思哥”。与她同届的简美玲和“思
哥”一起上过公共课，虽然交往并
不多， 但却对吴思印象颇深。“特
别勤奋、特别坚强，会利用课余时
间做兼职，还考了心理咨询师、营
养师等资格证。”

在吴思妈妈的眼里， 女儿从
小就很有爱心， 作出这样的决定
也是“情理之中”。“遇到残疾乞讨
的人，她会慷慨捐助；上大学后做
志愿者，经常去看望孤儿、慰问老
人；毕业参加工作，一有时间就参
与到各项公益活动中……”

她告诉记者， 遗体捐献这件
事， 吴思安排得很细致。“2016年
她就递交了器官捐献表，2018年
生病后又主动联系湘雅医学院填
写遗体捐献志愿表。在她病重时，
又再次立了遗嘱， 并反复跟我交
代。”吴妈妈认为，女儿非常热爱
医学事业， 对母校中南大学湘雅
医学院充满感情。 对于女儿的决
定，吴妈妈觉得特别伟大和感动：

“我为女儿感到骄傲！我也要向她
学习， 将来也要成为捐献遗体的
一员。”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检验系
主任徐克前是吴思的大学老师，
学生的离去，让徐老师倍感心痛，
但学生最后的举动， 也让老师颇
为欣慰：“她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
母校， 这种奉献医学教育的行为
让全湘雅的老师、 同学都深为感
动。吴思，无私啊。”

吴思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写的
是：“江山给你们， 朕玩够了，拜
拜。”她还自己评论自己：“没几天
了，提前告个别，别问了。”直到最
后， 这个25岁女孩仍是一种乐观
洒脱的心态。■记者 刘镇东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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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方定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 15:00 时，在长沙市

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59号维也纳四楼，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持有的“湖南芙蓉宾馆（现更名湖
南芙蓉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进行公开拍卖。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该资产包债权本金余额 2558.730162 万
元，利息余额 7511.57508万元，本息余额 10070.305242万元。

标的即日起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 7月 22 日 17 时前，携
有效身份证明及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000万元来本公司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保证金以到帐时间为准)。

保证金账号：431632000018170050768
开户单位：湖南省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湘湖支行
竞买人在竞买标的资产时，应保证以不低于标的资产转让

保留价报价（其他竞买人已报价或有更高报价的，本项保证失
效）。否则，竞买人报名交纳的标的资产交易保证金在扣除全部
交易服务费后作为向转让方支付的违约金不予退还。

注意：竞买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经济组织，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管
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另外，本次竞
价标的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拍
卖标的。

联系地址： 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59号维也纳酒店 4楼
联 系 人 ： 易先生 1507487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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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艺程（父亲：袁知球，母亲：李
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N430051046，声明作废。

◆石美汐（父亲：石跃祥，母亲：肖
秋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610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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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2 执 258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封
案号（2018）湘 0112 执保 572
号】现将张清名下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一段 196 号
东郡芙蓉广场 1427 号室、产权
证号码为：716181362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20160003550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袁静（父亲：袁永锋，母亲：谢素
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638237，声明作废。

◆刘玥涵（父亲：刘敏，母亲：邓邵
凤）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1040537，声明作废。

◆呙维优（父亲：呙懿，母亲：雷海
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607386，声明作废。

◆周思颖（父亲：周吉华，母亲：周
美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694529，声明作废。

◆周俊彦（父亲：周吉华，母亲：周
美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280631，声明作废。

◆郑子芊（母亲：郑萍）遗失湖南
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Q430492965，声明作废。

2019年上半年，股票型指数
基金延续去年的增长趋势， 总规
模较2018年底增长超32%， 成为
公募基金规模扩张最快的产品之
一。 据天弘基金近期披露的数据
显示， 个人投资者申购天弘指数
基金系列产品的热情高涨， 今年

上半年累计申购笔数较去年同期
上升141%， 累计申购金额上升
79%。截至6月底，天弘指数基金
系列的总规模已接近140亿。

天弘指数基金系列产品因简
单、清晰、费率低，购买方式便捷
等优势， 一直以来深受投资者欢

迎。今年上半年，天弘指数基金服
务用户数正式突破千万。 由于天
弘指数基金系列个人投资者占比
超99%， 海量的交易数据也成为
了业内观察散户投资指数化产品
情绪的重要风向标。

经济信息

6月26日—7月8日， 太平洋寿
险湖南分公司围绕“爱国爱家，从一
份保障开始”活动主题，将保险保障
融入家国情怀， 在全省各地开展
“7.8扶贫公益跑”、“爱，从一份保障

开始”短视频拍摄传播等一系列宣
传活动，全方位普及保险知识，提升
服务品质，为金融扶贫贡献力量。

7月8日当天， 太平洋寿险湖
南分公司本部及14家中支高管、

69家四级机构负责人在本级机构
参与了“总经理接待日”活动。此
次活动共计接待客户82人， 累计
收到客户意见和建议83条， 客户
体验良好。 ■通讯员 陈婧

7月4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在
新安派出所见到了谢成， 经确
认，正是视频中的男子。记者根
据谢成提供的唐先生手机号，添
加其为微信好友发现，他的头像
与聊天记录截图中“唐主任”的
头像一致。 但记者10日再次添
加时，对方已更换头像。

“不是我们派去的， 没有这
回事。”4日， 在派出所处理此事
的长沙新东方烹饪学院一名负

责人介绍说，谢成是他们学院四
川校区的学生， 因为没学好，才
想到长沙北方烹饪学校“回炉学
习”。该负责人还说，唐先生是该
校市场部主任，但他与谢成之间
是否有此事，他们并不知情。

10日上午， 长沙新东方烹饪
学院相关负责人联系本报记者，称
此事系竞争对手单位恶意诋毁，学
院已将此事报案至公安部门。此事
进展情况，本报将继续关注。

这名来学大厨的新生竟是“卧底”？
长沙两家烹饪学校上演“无间道” 律师：若属实，涉嫌不正当商业竞争

7月4日，长沙北方烹饪职业培训学校工作人员向三
湘都市报爆料，称他们在今年招收的新生中，发现一名竞
争对手派来的“卧底”，在学校里散布不利言论，并收集学
生、老师信息。事情真相如何？三湘都市报记者展开了调
查。（扫左上角二维码看视频）

■记者 杨洁规

【反常】 新生散布不当言论，校方发现“卧底”

7月3日，是长沙北方烹饪职
业培训学校（简称长沙北方烹饪
学校）新生报到的日子。来自四
川岳川县的谢成（化名）选择了2
年学制的湘菜大厨专业，18800
元一学年。 谢成先交了5000元
费用，并与老师商议，待家长转
账过来后补齐学费。

4日， 长沙北方烹饪学校负
责人张子艺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3日下午，就有老师注意到了
谢成的异常行为。谢成在不停打

听学校老师和学生的个人信息，
还散布对学校不利的言论，“说
我们学校不行，长沙新东方烹饪
学院好一些。”4日一大早， 老师
找到谢成。经过一番询问，他道
出了原委，“是新东方烹饪学院
要我来做卧底，摸情况的。”当天
上午，长沙新东方烹饪学院的一
名老师赶到长沙北方烹饪学校，
双方还起了冲突，致使新东方老
师受伤。事后，双方被警方带至
长沙县新安派出所。

【证据】 说明材料有“卧底学生”的签名及手印

“为什么认定是新东方派来
的，我们掌握了证据。”张子艺提
供了一份说明材料，一段视频和
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三湘都市报记者看到，说明
材料上有谢成的签名及手印。材
料中，谢成自称来自四川新东方
烹饪学院，今年6月20日毕业留
校。关于“卧底”一事，是受长沙
新东方烹饪学院市场部主任唐
先生的指示，5000元学费也是
唐先生转给他的。同样，在一段
长沙北方烹饪学校老师与谢成

对话的视频中，谢成也讲述了上
述情况。

在此之前，谢成在与朋友的
聊天记录中还说，自己将前往长
沙新东方烹饪学院当老师，但不
久后却告知对方，自己正在长沙
北方烹饪学校军训，还称“新东
方把我派过来当卧底。” 在另外
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中，谢成称对
方为“唐主任”，“唐主任”要其记
录学生信息，找学生单独聊或小
范围宣传， 还有5000元学费的
转账记录。

【回应】“不是我们派去的，没有这回事”

总规模近140亿！天弘基金旗下指基魅力尽显

太平洋寿险湖南分公司开展7.8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

吴思，无私！25岁医学生捐献遗体

她以这样的方式“重回”母校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聂炜认为：按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从该事件分析，长沙北方烹饪学校提供的
证据如果一经确认属实，那么，长沙新东方烹饪学院的这一做法就
涉嫌不正当商业竞争。律师建议，长沙北方烹饪学校可向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反映此事。

若属实，涉嫌不正当商业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