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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五行币”，是一种体积比普通的一元钱硬币仅大一圈
的硬币，价格为5000元一个，号称纯金打造，一面印着金、木、水、
火、土等字样，另一面则印着个人头像，并写有“张健五行币”字
样。按照传销人员的说法，“五行币”是限量版，总共发行5亿个，将
来会全面替代纸币，一年时间就可以赚到至少400万元。

涉案金额17亿！“五行币”传销案破了
历时2年3个月，郴州市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52名，冻结账号59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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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19 年 9 月
5日 15 时在长沙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三楼拍卖大厅采用无保留
价的增价方式公开拍卖 梅溪湖
F14 地块及象鼻窝苗圃的 3335
棵苗木。 公告期自 2019年 8月
20日至 2019 年 9 月 2 日，有意
竞买者须交纳保证金 13 万元
（以银行到账为准）至交易中心
的指定账户（户 名：长沙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
账 号 ：4318 9999 1010 0037
57150 00039 开户行：交通银行
长沙潇湘支行），并携带有效证
件和银行缴款凭证，于 2019 年
9 月 2 日-3 日来长沙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办理竞买登记。标的即日起
现场展示，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为：2019年 9月 2日 16时。咨询
电话: 交易中心 0731-89938899，拍
卖公司：郑女士 18390863338

湖南万和拍卖有限公司

清算公告
衡阳数润润滑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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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渝坤，电话 13873418270

位于麓天路，成熟独立园区 18
亩，地理位置佳。 可做办公、
生产、仓库等。 欢迎各位企业
家前来园区考察。（此广告一年有
效）联系电话：杨女士 15974193758

麓谷小型独栋园区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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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李貌不慎遗失保利翡翠湾购房
发票两张，编号为：01212524（金额
10 万元）；01212525（金额 969165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公司遗失收据 1 张， 票据抬
头: 金科亿达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票据号：5291794，金科美邻
汇诚意金 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湘江新区综合交通枢纽
客运站湘交运管长字 4300000
00043-003号，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衡阳得馨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根据 2019 年 8 月 15 日股东
会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 万元减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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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上钦
电话：13657470467

注销公告
蓝山县紫良坪沅砂场(普通合伙)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拟注销,请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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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建选，电话 15386300669

◆彭召花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报到证，
证号 200910542202115，声明作废。

声 明
湖南辉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发票章损坏，现启用新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天天旺
茶吧遗失黄河北路工商所 2006
年 12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30211600032212，
声明作废。

◆唐利娜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16430192200001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南沪阀门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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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吴吉龙，电话 15111383700

◆韩英鹤遗失中级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证书，编号：B081330100
00000538，声明作废。

◆沈卫红，身份证号码：430103196
812142517，残疾证号码:43010319
681214251753;所持残疾证遗失，
声明作废。
◆周彦池（父亲：周彬，母亲：施
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
N430148843，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
19）湘 0121 执 2534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方剑
文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金泰
路 199 号湘江世纪城星江苑 1
栋 104号房屋、产权证号为：710
173812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
屋编号为：长国用（2011）第
02160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及该房编号为：510053439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2 执 1667 号
之五十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长沙芙蓉城建开发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芙蓉区
恒达路 243 号惠通才庭 A 栋 2416
号房屋、权证号为 20180182410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8）湘 01 执恢 16 号之三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张勇名下的位于长
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84 号 1405
号房屋、权证号为：00235105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公告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书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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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晓良，电话 17700285477

清算公告
湖南盛世华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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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煌慷，电话 16607340068

遗失声明
湖南红色体验营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8 月 18 日株洲天
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 万
减至 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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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贺花
娇，电话 187 0733 2255

遗失声明
株洲全家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各
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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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
封案号为（2017）湘 0111 执保
630 号】现将邹胜昔名下的坐落
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431 号
瑞府 2702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13302212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
该房编号为：长国用（2014）第
02677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及该房屋编号为：514002286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株洲金谷市场六楼 9 号商铺
夏华东遗失门面押金收据一张，
金额两万元整，声明作废。

◆梁若涵（父亲：梁雄，母亲：李
兰）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N430089777，声明作废。

“社区内冒出一个违章搭建
的菜市场，消防通道被占，还扰
民……”8月19日，长沙市香海西
岸小区的业主刘女士向三湘都
市报投诉称，他们小区旁的菜市
场既没取得正规手续，又给附近
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希望
相关部门予以整治。

【投诉】
马路市场扰民 还是违建

“早晨四五点就开始吵，影
响休息。” 住在与菜市场一墙之
隔的刘女士激动地告诉记者，菜
市场导致的噪音、 脏乱的环境、
以及占用消防通道等，给周边的
居民带来了诸多困扰。“杀鸡宰
鸭的脏水流到地面上， 气味难
闻。”刘女士说，由于菜市场的存
在，小区多了不少老鼠，一次她

在小区坐电梯时就看到一只老
鼠窜进电梯，而住在一楼的住户
情况更为严重。

业主何女士说，更重要的是
市场并未取得正规手续，属违规
建筑，应该依法拆除。

8月19日，记者来到上述市
民投诉的菜市场，其位于长沙市
观沙岭街道岳北社区安置房E
区与香海西岸B区之间。记者看
到，在一条约百米长的安置小区
道路上，一排板房和一排钢棚被
分隔成了60多个摊位， 有卖粮
油、蔬菜、水果、家禽、鱼，以及服
饰的。紧挨市场，还有一所垃圾
站，一名环卫工正往垃圾站运送
垃圾。

【调查】
确未取得手续 已建近十年

市场到底有无取得相关手续？
若没有，是如何建成的，而且长期
未被拆除？8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
观沙岭街道岳北社区采访。

“虽然没有取得手续， 但长

期方便了附近居民买菜。” 该社
区主任杨立新受访时表示，该菜
市场是由社区建设，承包给个人
运营，社区也有专人对市场进行
管理。他介绍，当时为引进世贸
项目，位于观沙岭街道岳北社区
的原茅屋村农贸市场整体搬迁
至茶子山村，导致周边居民买菜
不便， 而且出现了大量流动商
贩，为了规范管理才建成了这一
便民点。杨立新解释称，当时选
址在该安置小区的内部道路上，
也是考虑到实际情况的，街道也
知情。

杨立新认为， 老市场拆迁
后，可能会再次出现流动商贩无
序摆摊问题。

不过记者在网上查到，早在
2015年就有网友对老市场进行
投诉。对此杨立新表示，老市场
的规范管理是慢慢形成的，目前
仍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并将针对
居民投诉进一步整改。

岳北社区这个“无牌无证”
的市场将何去何从？本报将继续
关注。 ■记者 胡锐

本报8月19日讯 涉案金额
17亿元、 抓获犯罪嫌疑人52名、
冻结账号593个……今天， 省公
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郴州
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部督“五行
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该案
涉及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仅
5个月就在全国疯狂发展会员40
余万人。截至目前，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52名，冻结账号593个，涉案
金额17亿元。先后有10名犯罪嫌
疑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中， 该案主犯宋密秋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二年， 并处罚金一千万
零五千元。

头目监狱里“遥控”传销

据介绍，“五行币” 传销组织
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手段：其一，
组织头目宋密秋一直盘踞海外，
通过建立跨地域、 多层次的网络
传销组织体系， 遥控指挥实施传
销活动；其二，该传销组织在制定
传销模式时，设计成买卖“五行金
币”的假象，骗取参与者投入资金
加入会员；其三，该传销团伙利用
微信等新兴平台发展会员， 用推
荐人手工记录会员个人信息和会
员推荐关系，掩盖传销层级关系。

办案民警介绍，主犯宋密秋
曾化名“张健”创建名为“云数贸”
的传销组织， 因被全国多地公安
机关打击处理， 宋密秋偷渡逃往
泰国， 后被泰国警方抓获并判刑
入狱。在泰国监狱服刑期间，宋密
秋仍遥控指挥其在国内的团伙骨
干成员继续发展五化联盟、 云讯
通、建业联盟等10余个传销下级

组织。
宋密秋在泰国出狱后， 伙同

他人设计了新的“五行币”传销模
式， 并要求其他传销分支组织全
部推广“五行币”传销模式。

扣押涉案资产2.5亿元

“五行币”传销是一种混搭型
新型传销， 它没有会员注册网络
后台数据，资金链条复杂，没有固
定的资金池，传销手段隐蔽。

面对重重困难， 专案组民警
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数据化实
战”的侦查理念，运用各种侦查手
段，采取多警种合成作战模式，立
足精心分析研判，从线索核查、深
挖扩线、固定证据、人员落地等方
面，层层抽丝剥茧。

历时2年3个月， 专案组民警
先后奔赴北京、上海、广东等30
多地开展抓捕和调查取证工作，
行程3万余公里，一共抓获该犯罪
团伙成员52人，查封、冻结、扣押
涉案资产2.5亿元，扣押“五行金
币”397枚、金砖8块、金表2块、金
元宝358个、黄金胸针3枚、其他
黄金物饰品25个， 并扣押大量涉
案电脑、手机、银行卡等。

郴州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
局长张军介绍，该案系2018年公
安部公布的全国十大涉众型经
济犯罪典型案件之一，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郴州市公安机关侦办
的涉案人员最多、 涉案地域最
广、涉案资金量最大、侦办难度
最高、侦办效果最好的一起涉众
型经济犯罪案件。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曾鸣
实习生 覃梦娟 王孝清

这个马路菜市场扰民 还是违建
调查：已建近十年 确未取得相关手续

什么是“五行币”

▲专案组查获的部分涉案物品。

▲押解犯罪嫌疑人。
省公安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