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3日讯 趁着深
夜，4人潜入长沙市多个别墅小
区，爬窗入户，将屋内的现金、
首饰、手机、香烟等财物扫荡一
空。这伙人落网后，帮他们销赃
的烟酒店老板也被公安查处。
今天，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盗窃的、
销赃的均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公诉人介绍， 在2018年6月
至2019年4月期间， 龙某建等4
人相互纠集或伙同他人，在长沙
市岳麓区卓越麓山别墅、开福区
青竹湖平湖苑、金色溪泉湾别墅
及江西省上饶市等地，采取爬窗
等方式入户盗窃现金、 首饰、手
机、香烟等财物。其中，涉案4人
分别参与犯罪4至6次，盗窃财物
价值1.2万余元至1.8万余元不
等。 他们将所盗的7条细支和天
下香烟卖给了开烟酒商行的潘
某， 潘某明知香烟来路不正，依
旧选择收购，从中获利6650元。

法院认为， 龙某建等4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入户盗窃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
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追究其刑
事责任。潘某明知香烟是犯罪所
得，仍予以收购，其行为已构成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应
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经法庭合议，对5人作出了
一审判决，判龙某建等4人犯盗
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
月至一年一个月不等， 并各处
罚金1万元； 判潘某犯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 判处拘役四个
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5000
元。同时，责令龙某建等人退赔
各被害人经济损失。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关茗予
通讯员 刘笑贫

专挑别墅下贼手
销赃者也获刑

本报8月13日讯 每年
暑假期间是冒充客服类诈骗
的高发期。近日，长沙警方成
功处置了一起冒充客服诈骗
的警情， 仅在半个小时内为
被骗市民拦住了21万元。7月
以来， 长沙反电诈中心共接
到冒充客服类诈骗警情289
起。警方提醒，不要轻易向陌
生人转账。

8月3日， 长沙反电诈中
心接到一条冒充客服诈骗的
预警信息， 辅警周扬和刘徐
铭立即拨打受害人电话，但
对方电话一直在通话中。刘
徐铭说，见电话无法接通，两
人迅速反应，通过1次阻断和
2次关停，成功切断了受害人
与骗子的联系。随后，周扬负
责与受害人家人联系， 刘徐
铭负责派警， 最终成功劝阻
受害人。

据受害人陈女士介绍，当
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是淘宝客

服的电话，问陈女士的账户是否
申请了“88VIP”，陈女士立即否
认，对方说可能陈女士的淘宝账
户被实习生操作为VIP， 每个月
要扣600元的费用， 一年要扣
7200元，要陈女士向银行申请不
要扣费。随后陈女士的电话转接
到了自称“银行业务经理”处，对
方要求陈女士把银行里所有的
钱和从支付宝花呗能借到的钱
都转到指定的“安全账户”，过后
再转回给陈女士。

起初陈女士不相信， 但对
方添加了陈女士的QQ，发送一
张有她银行卡相关信息的图
片，陈女士就相信了，随后就按
对方指示一步步操作， 准备向
对方多个账号转账。“我正在转
账， 电话突然就被掐断了。”民
警出现后陈女士才知道， 是民
警掐断电话， 为她拦住了银行
卡里的21万元积蓄。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吕彩宜

曹楚如 通讯员 翟安

收到预警信息，民警果断掐停“客服”电话

正在转账的21万保住了

本报8月13日讯 近日，株
洲消防炎陵大队深入辖区莫林
风尚酒店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排
查消防隐患。

在检查过程中，大队监督员
重点对酒店的消防安全管理人
员是否确定、 是否建立健全消
防安全管理制度；应急照明、疏
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保
持完好有效； 灭火器配置是否
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是否保持通畅等情况
进行了详细检查， 并随机抽查
了员工对消防器材操作技能的

掌握情况。检查发现，酒店存在以
下几点隐患：三楼、四楼防火门闭
门器损坏； 水泵控制柜设置为手
动；消防安全管理人职责不明确。

针对这些隐患问题， 监督人
员当场向场所负责人提出整改建
议和意见。不能当场改正的，下发
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整改， 并讲
清火灾隐患的严重危害， 要求场
所负责人认清当前严峻的消防安
全形势， 强化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意识，加强自查、自改消防安全隐
患的能力。

■通讯员 周舟

株洲消防深入辖区酒店排查火患

男童手卡安检传送带，20分钟救援脱险
民警提醒：别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教育小孩不要在安检仪附近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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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 8月11
日，新化火车站安检口，5岁男
孩小晏先是将木棍塞进了安
检仪履带下面，随后又躺下去
捡， 结果手臂被安检仪传送带
卡住动弹不得。经铁路民警、消
防队员和铁路职工20多分钟的
紧急营救，小男孩安全获救。

11日17时许，长沙铁路公
安处新化站派出所民警奉海
华在进站口巡视时听见小孩
的哭声，随即发现了被困的男
孩小晏。民警立即吩咐安检队
员关闭安检仪， 启动手检模
式，并拨打“119”。这时，男孩
的爷爷上完厕所赶来，发现孙
子被卡，心急如焚。

消防员很快赶到现场，经
观察，否决了用电锯锯开安检

仪的方案。 民警随即发现履带
下面的轴承两端有螺丝， 在消
防员的帮助下， 两端螺丝被拧
出，轴承也离开了安检仪，小男
孩被顺利救出， 除了手臂略有
红肿，无明显外伤。

经了解， 小晏暑假里跟着
教练学武术， 最近迷上了小木
棍。当日和爷爷在候车室，爷爷
刚离开去厕所， 小晏便耍起了
木棍， 结果发生了这有惊无险
的一幕。

民警提醒， 旅客朋友一定
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 不要让
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教
育小孩不要在安检仪附近逗
留，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蔡艺芹 曾文勇

8月11日，新化火车站安检
口，5岁男孩小晏手卡安检传送
带，20多分钟后安全获救。

通讯员 供图

遗失声明
湖南省金天石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遗失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12 月 25
日发给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资质证书副本共叁本(证
书编号分别为 : A143005200-
6/1、A143005200 -6/4、 A14300
5200-6/5)，现均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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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硕遗失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毕业证，证书编号：123031201
206002376，声明作废。

◆彭志光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204461,特此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湖南省新化公路桥梁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涔天河水库第 4 标项
目部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4313000080225，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祁东县凯烈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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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凯烈，电话 18229273299

遗失声明
长沙健将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李兵）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康甲足浴馆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
局 2015 年 3 月 19 核发的个体
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05600233832，声明作废。

◆黄恩稀，女（父亲：黄晓杰，母
亲：张冬梅）遗失出生证，证号：
P430122028，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336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蒋少平名下的位于长沙
市开福区双湾路 69 号湘江御景
花园 3栋 701号房屋、权证号为：
20160035194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20160
022652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
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石莉遗失报
到证：200710830300941，声明作废。

◆湖南中医药大学周春红遗失报到
证,编号 2006105412010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周妮红遗失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
09 年 6月 3日核发的工商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560016
34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好美广告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隆回县支行核
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54000544601，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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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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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舞姿化妆品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银行芙蓉支行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J55100475557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共营天下贸易有限公司因
不慎遗失公章（编号：91430600
3953419768）、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570002293901，编号：55
10-01128164，开户行：交通银
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徐家山水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慈利县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31
日核发代码 93430821MA4PR
78H3Y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张子涵（父亲：张柯，母亲：刘欣
怡）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430951，声明作废。

◆钟瀚辰（父亲：钟雄军，母亲：阳
东梅）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304479，声明作废。

◆夏梓嘉（父亲：夏飞雁，母亲：唐
邵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776486，声明作废。

◆张思源（父亲：张皖斌，母亲：梁
日霞）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078626，声明作废。

◆田欣月（父亲：田野，母亲：易湘
涛）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691323，声明作废。

◆廖明光不慎遗失湖南省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农学专业的毕业
证，证号:9309500,特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 院（2019）湘 0103 执 恢 147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执行案号（2017）湘 0103 执 407
号】现将登记在栗宇名下位于长
沙市天心区木莲西路 169 号巢之
恋新寓 3栋 1505 号房、编号为长
国用（2013）第 018520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权利人：刘舟洋（身份证号为：

430105198811211535) 持 有 的
坐落于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麦
德龙北侧四季美景住宅小区 16
栋 203 号；因不小心将【不动
产登记证明号 (他项权证号）
511019822】遗失。 权利人声
明将他项权证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城郊乡曦璐机械加工厂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宁乡县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
10017441901 及银行开户印鉴卡，
和公司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李雅轩（身份证号 430481199
41208015X）遗失由耒阳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发给的耒房权字第
00065611号房产证，声明作废。

◆廖广智（父亲：廖炳旭 ，母亲：罗
佳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5701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安利达煤业有限公司夏
兴煤矿遗失由湖南省国土资源
厅核发的证号为 C430000200
9121110054662 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采矿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程丽遗失常德万达广场 D-2
栋 1302号房首付款票据一张，
编号 01208802，金额 221410
元，特此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