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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材料明码标价过审，银行被骗贷3.5亿
车贷全套假材料复印店完成，银行内鬼收好处费，起步价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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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现对《南二园金属件改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进行公示，公示内容
如下：一、纸本获取方式：龙总
15116306330。 电子版链接：http:
//letz.gov.cn/articles/2513/2019-
7/6590.html。二、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 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居民
及团体。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同全文电子版， 填写后发送
至： acechb@163.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填写意见表发送至邮箱或拨
打电话。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即日起 5个工作日内。

关于《南二园金属件改扩建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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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男，34 岁，身
高 160 厘 米 ，54 公
斤，救助编号 190113
01。 2019 年 1 月 12
日在岳麓区观沙岭街
道接受救助。 该受助

人员现在长沙第三社会福利院，
有精神障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
我站多方寻亲未果。 请知情人速
与我站联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 年 7月 23日

寻亲启事
无名氏，男，31 岁，身
高 158 厘 米 ，58 公
斤，救助编号 181212
07。 2018 年 12 月 13
日在长沙绕城高速公
路接受救助。 该受助

人员现在长沙第三社会福利院，
有精神障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
我站多方寻亲未果。请知情人速与我站
联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 7月 23日

寻亲启事

无名氏，男，46 岁，身
高 160 厘 米 ，72 公
斤，救助编号 190112
07。 2019 年 1 月 12
日在长沙赤岗冲公交
站接受救助。 该受助

人员现在长沙第三社会福利院，
有精神障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
我站多方寻亲未果。 请知情人速与我
站联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 年 7月 23日

寻亲启事
无名氏，男，54 岁，身
高 170 厘 米 ，80 公
斤，救助编号 190227
01。 2019 年 2 月 27
日在长沙市合丰小区
接受救助。 该受助人

员现在长沙第三社会福利院，有
精神障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我
站多方寻亲未果。 请知情人速与
我站联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 7月 23日

寻亲启事

◆余德兵(性别男,身份证号码:
430122196004094034） 系方盛
制药项目拆迁户 , 遗失指标
137.5m2, 指标编号为望征证
2017-4774,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鲲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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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电话 1511617913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503 执 707 号
之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原郭田华所有的位于长沙市芙
蓉区建湘里 2204 号房屋、编号
为：长国用（2004）第 034253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5）雨执字第 01855
-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言英名下坐落于长沙市
天心区湖南钢材大市场 3-02#
310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003
76893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及该
房编号为：513036882 的他项
权证与该房屋相对应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503 执 707 号
之六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原李英所有的位于长沙市芙蓉
区解放东路 89 号天心电子世
界 18017住房、编号为：长国用
（2007） 第 053015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 283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车新华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
香樟东路 196 号雅致名园 2 号
栋 1803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1）第 037378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顺杰防潮器材经
营部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代码 043001800104，号
码 02927574，声明作废。

◆蔡兆国遗失建发房产收
据，号码：01091268，金额：
20742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清顺茶馆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
2704801和财务章一枚，开户行
长沙银行建湘支行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 2019 年 8 月 1 日
10 时在我司会议室拍卖机动车
数台。 请有意者持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
纳竞买保证金： 1 万元/辆。
展车、报名时间：7月 30日、31日。
展车、报名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弘
高车世界 G 栋。
联系电话：13548567030（马经理）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海斌建材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
局 2005年 9月 20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530
602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外麦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株洲金谷市场三楼 139 号商
铺刘命芬遗失门面押金收据一
张，金额一万元整，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祁东县柒星畜牧种养殖场（普
通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周超 15382885476

遗失声明
湖南九九共享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 4300172320，号码 1582
1374至 15821422；遗失税控盘，
盘号 499934266756；声明作废。

◆张明阳(父亲:张为楚，母亲:胡
晓琼)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8097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我主良缘婚姻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 043001800104，号码 3455
3735，声明作废。

◆曾煜晴（父亲：曾伟杰，母亲：龙
飞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024091，声明作废。

◆卢姿含（父亲：卢亚龙，母亲：宋
双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4022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掌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1430602MA4LXFJY3H) 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武麒不慎遗失位于芙蓉区千江
锦园 1 栋 3102 室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缴款凭证第一联， 凭证
号为：00023909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德配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30202MA
4PLEYH5L）遗失广州标榜润
滑油有限公司开具给株洲市德
配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广东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400181130，发票号码：135177
19，特此声明。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
（2019）湘 0426 执恢 38 号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徐文群名下坐落于湖
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丰路 938
号麓麟卓越花园三期 E 区 02
栋 1301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5）第 064341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两公司伪造材料骗贷3.5亿

2013年和2014年， 衡阳圣麒
仕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圣麒仕公司”）与工商银行衡阳分
行签订协议，合作开展购车专项分
期付款业务。

没想到的是，圣麒仕公司并没
有正规地开展业务，而是玩起了骗
贷的套路。公司老板龙秋香安排员
工为客户伪造汽车购销合同、首付
款收据、汽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
车登记证等虚假资料， 提交给工
商银行。贷款发放后，公司再与客
户结算，扣除银行利息、手续费等，
将余下的钱转给客户。

法院查明，圣麒仕公司通过以
上方式为客户办理“高贷”（指平于
或高于购车价贷款）及“虚贷”（指
不购车贷款）业务383笔，骗取贷
款逾2.23亿元。 经鉴定，2013年至
2016年， 圣麒仕公司通过骗取贷
款共非法获利超过613万元。

工商银行衡阳分行纪律委员
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圣麒仕公
司截至2016年底在工商银行购车
分期不良笔数249笔， 不良余额
8162万元， 其中损失类186笔，金
额6664.86万元。

而从工商银行衡阳分行骗取
车贷的不止圣麒仕公司一家。在外
做生意亏了的周某了解到代办车
贷业务市场行情较好，于2013年注
册成立了衡阳市路广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广汽车），
同样玩起了通过骗贷来赚手续费

的套路， 直到2017年初公司注销。
路广汽车经营期间，为客户办理“高
贷”及“虚贷”业务190笔，骗取工商
银行衡阳分行贷款约1.29亿元。

两起案件中，两家公司从工商
银行衡阳分行骗贷573笔，金额高
达3.52亿元，给银行造成了巨大的
损失。

“明码标价”买通银行内部人员

实际上，两家公司造假的手段
并不高明。比如圣麒仕公司提供给
银行的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等车
贷方面的全套假资料，是在当地一
家打字复印店完成的，一份资料的
成本是20-50元不等。

在复印店伪造的这些贷款资
料，是无法通过银行审核的。2013
年5月，工商银行衡阳师院支行原
行长彭发乔以及支行原客户经理
骆向阳就发现圣麒仕公司提交的
是假资料。据龙秋香供述，事情败
露后，两人非但没有阻止，反而与
她商量后开始了长期合作。“客户
贷款金额1万-40万元， 每笔业务
给银行工作人员1000元， 贷款金
额40万-80万元给2000元， 贷款
金额80万-100万以上给3000元，
一月一结。另外每笔客户车辆GPS
费给800元好处费给骆向阳。”

工商银行衡阳市分行牡丹卡
中心原主任唐迎九负责对支行申
报的车贷公司的车贷业务进行审
核，知悉其中的利益链后，他也掺
和进来“分一杯羹”。

本报7月24日讯 老板将
车停在公司前，未拔钥匙就离
开，不料醉酒员工私自将车开
走，还出了交通事故，这责任
该由谁来承担？今天，长沙市
开福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该起
典型案例。

李云（化名）在长沙县经
营一家物流公司， 因业务需
要，他购买了一辆面包车。

“因为经常要出车， 所以
钥匙放在车上没拔。”2018年
10月21日，李云将面包车停在
仓库外的空地上，未拔车钥匙
就离开了。当晚，公司员工刘
杰（化名）与宿友聚餐饮酒时，
接到了朋友的来电。

“我赶着去雨花区见朋
友 ， 看到面包车钥匙在车
上……” 没有驾驶证的刘杰，
全然不顾自己喝了酒，就坐上
了面包车。

几分钟后，刘杰驾车沿长
沙县黄花镇黄江公路东往西
行驶时，与史先生驾驶的小型
客车发生相撞，经鉴定，刘杰
承担此次交通事故全部责任。

开福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刘杰未取得驾驶证且醉酒驾
驶，以致酿成车祸。事故发生
前， 该车停放于开放的场地
上，车钥匙未拔出，存在安全
隐患，李云作为车辆所有人对
于车辆的保管未尽到必要的
责任，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法院酌情认定刘杰承担
原告保险公司80%的损失，李
云承担20%。由此，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判令刘杰支付原告
保险公司赔偿款1.2万元，李
云支付赔偿款3000元。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关茗予

通讯员 刘笑贫

贷1万-40万元收1000元好处费，贷40万-80万元收2000元好
处费……面对造假骗贷，银行员工没有汇报制止，反而明码标价帮其
过审，三年时间，湖南两家汽车销售公司通过伪造材料，与银行员工
内外勾结，从工商银行衡阳分行成功骗贷573笔，金额超过3.5亿元。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两起判决书，揭露了发生在衡阳
的这一骗贷窝案，给银行的风控敲响了警钟。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肖娴

法院的判决显示， 龙秋香
犯骗取贷款罪， 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
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免予刑事处罚。 唐迎九犯违法
发放贷款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犯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免予
刑事处罚。 彭发乔以及骆向阳
也都被判刑。

记者注意到， 银保监会湖
南监管局的行政处罚信息显
示， 工商银行湖南14家二级分
行中，共有7家分行因违规办理
汽车分期业务被处罚。

此外，今年1月30日，衡阳
银保监分局对工商银行衡阳分
行24名负责人作出处罚，其中2
人领到终身禁业的“顶格处
罚”，5人被处以禁止三年或五
年从事银行业工作。

车钥匙没拔被醉汉开上街
法院：车主承担原告保险公司20%的损失多人多次违规被处罚

2018年
末我国银行
业资产托管
规 模 达
145.76万亿
元。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