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橡皮舟翻覆自救
8月26日，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在永州市冷水滩区平湖水域举办2019

年大型水域救援综合应急演练，通过舟艇救援、抛投器远距离投射救生绳、
入水救援、定点抛投抛物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等12个科目的演练，检验、
提升水域救援能力。 杨艳朋 摄影报道

本报8月26日讯 “谢谢长沙
公安，帮我找回了女儿。”长沙17岁
女孩小娟（化名）外出见朋友，却不
料“人间蒸发”，家人万分焦急。接
到报警的长沙高新警方一路追查，
发现小娟远在河北涿州，被困于传
销组织，前几日，警方奔袭千里成
功将小娟带回了长沙。

8月14日，高新公安分局雷锋
派出所接到刘先生报警，称其在雷
锋镇某饭店打零工的17岁女儿小
娟，自8月5日外出后，一直未回家，
“当时跟饭店老板说请两天假，出
去见个朋友。”

小娟的父亲说，他曾多次拨打
小娟电话，一直都无人接听，其中
有次他通过QQ视频联系上了小
娟，没说上两句话，就听到对方传
来“不准打电话”的声音，“女儿有轻
微智力障碍，就担心被人拐卖了。”

接到报警后，高新区公安分局
迅速抽调刑侦大队、网安科、雷锋派
出所精干警力组成专班进行核查。

通过前期的情报研判，办案民
警发现小娟在河北地区出现。 办案
民警在河北警方的大力支持下，通
过沿路的视频追踪及走访调查，从
石家庄市找到保定市， 又从保定市
找到涿州市， 终于在涿州市一城郊
安置小区找到被骗入传销窝点的小
娟，并将其成功解救。

据小娟称，8月初， 她在QQ上
认识了一个陌生男孩，两人越聊越
投缘， 小娟经不住对方的甜言蜜
语，深深迷恋上了对方，便确定为
男女朋友。 小娟为了所谓的“爱
情”，瞒着父母千里赴约。见面后，
该男子伙同他人将小娟骗入传销
组织，将其控制，每天的主要内容
就是上课培训， 吃大白菜和土豆，
生活异常艰苦，还没收了小娟随身
携带的手机、现金、身份证等物品。
8月21日晚，小娟被平安送回家中。
而其他传销人员已被当地公安机
关处置。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王璐

22次行贿，侵蚀基层政权，“湖霸”夏顺安等11人涉黑案一审开庭

霸占下塞湖私建巡湖队牟利逾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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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渔业资源， 违法修建
矮围，非法采砂，22次行贿国家
工作人员， 利用人大代表身份
插手人事安排……8月26日上
午， 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公开开庭审理夏顺安等11名被
告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 审理
时间预计持续3-5天。

私建“巡湖队”，22次行贿

益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指控，自2001年，被告人夏顺安
先后承包湘阴县石湖包、 响水
坎和沅江市下塞湖的湖洲经营
芦苇。 为了控制湖洲水域内的
渔业资源， 被告人夏顺安以沅
江市顺安实业有限公司（2005
年10月变更为湖南洞庭龙食品
有限公司）为依托，纠集其弟被

告人夏顺泉于2001年年底在三
个湖洲修建矮围。 为了谋取非
法利益， 强化对矮围内渔业资
源的控制， 夏顺安以承包湖洲
为由，违法修建矮围和组建“巡
湖队”， 指使被告人肖建军、阳
建国、胡梅阳、胡春阳、范桂明
等人，对到湖洲内水域捕鱼、钓
鱼的群众进行殴打、 辱骂、恐
吓、强拿硬要或者故意毁坏、占
用财物，实施寻衅滋事；伙同被
告人夏顺泉、刘孟春，以“补偿
款”、“保证金”或“协商借款”的
名义，先后7次索要他人钱款共
计人民币400余万元；伙同他人
在沅江市与湘阴县交界的下塞
湖水域非法采砂， 在下塞湖北
闸出口附近的赤磊洪道非法采
砂，非法获利共计2000余万元；
采用电捕、 挂网以及修建矮围
围湖等非法方式， 在沅江市下
塞湖公共水域非法养鱼和捕捞
野生鱼， 捕捞数量约410万斤，
非法获利约1700万元； 骗取贷
款840万元；诈骗畜禽退养补偿

款80余万元； 先后22次向湘阴
县、 沅江市的国家工作人员杨
立华等6人行贿，共计行贿金额
200余万元；利用沅江市、益阳
市、 湖南省人大代表身份插手
漉湖芦苇场下属管理区的人事
安排，侵蚀基层政权。

11人团伙涉黑被提起公诉

夏顺安及其组织成员实施
的这些行为，涉嫌犯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
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骗取贷款
罪、诈骗罪、行贿罪，欺压群众称
霸一方，长期在洞庭湖区违法修
建矮围，打造“私人湖泊”，严重
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和洞庭湖生态环境。益阳市人民
检察院于7月4日对夏顺安等11
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当日，被告人亲属、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媒体记者等100
余人旁听庭审。 ■记者 虢灿

拍卖公告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 10 时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 通过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
(网址: htp://sifa.jd.com/2401，户
名: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现状对被执行人尤钊宇所
有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新建东
路 18 号栋 101、103 房产 (产权
证号分别为:713224899、713224
896) 和被执行人李维达所有的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新建东路 18
号栋 104、105 号产(产权证号分
别为 :713224897、713025582)共
四套房产。 按增价拍卖方式进行
第二次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起拍价。 竞买人条
件、竞买保证金及标的物瑕疵详
见京东司法拍卖克买页面，具体
信息以京东网公示为准。
二、咨询、展示看样时间与方式:
即日起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于本
院联系， 统一定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 时至 16 时安排看
样。 看样联系电话(请提前联系）
18867401180 廖女士。
三、 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 .
请提前(不迟于开拍前 3 个工作
日)与本院联系。
四、法定优先购买权人须在竞买
开始前 7 个工作日向法院提出
申请,经法院确认后,取得优先竞

拍卖公告
买资格以及优先竞买代码、参拍
密码，并以优先竞买代码参与竞买。
法院咨询电话:
0731-85798390赵法官
联系地址: 长沙市曙光中路 289 号湖
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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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钧遗失警官证，警号：
011875，声明作废。
◆于召强遗失驾驶证，证件：3708
30198710136132，声明作废。
◆黄露二级建造师证遗失，批准
日期 2011 年 6 月 26 日， 证号
1191433918143063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潇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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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晖，电话 13739082820
◆吴奥（父亲吴兴华、母亲瞿孝
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
H4309319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招商银行遗失蒋春红他项权证
509044563，遗失胡芳、陈璋预告
登记证 216009085、201700392
76，声明作废。

◆蒋春红不慎遗失坐落于雨花区
官塘冲巷 37-1号桂竹苑 609 的房
屋产权证 709138743，声明作废。

◆罗汉云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903007485,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459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查封案号（2011）岳执恢字第
00053 -1 号】，现将被执行人
唐荣晖所属位于湖南省长沙市
芙蓉区车站北路 228 号王府花
园 9栋 1102号房屋、权证号为：
00686536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
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04）
第 030972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及该房编号为：508007549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
19）湘 0121 执恢 132 号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张
慧名下位于长沙市人民东路长
沙世嘉国际华城 7 栋 303 号房
屋、权证号为：00554084 的房屋
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
国用（2015）第 059937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513017528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县人民法院

◆肖岳林（身份证号 4304811963
09100016）遗失由耒阳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发给的耒国用（2002）01
3217 号土地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永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临湘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09年 2月 2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820000009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嘉睿装饰材料商
行（注册号 430102600300344）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1 年 4 月 1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177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郑文、欧阳梅名下坐落
于长沙市芙蓉南路四段 1111 号
山水印象小区 G13 栋 310 号房
屋 、编号为：长国用（2015）第
135205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登报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中辰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石鼓分公司（代码：9143
0405MA4PGNFF5X） 遗失湖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043001
800104，号码：42530046-425300
70 共 25 份。 遗失湖南增值税
专用发票，代码：4300164130，号
码：08405351-08405375 共 25 份，
遗失税控盘， 盘号：8899121377
97，声明作废。

◆雷红蕾(身份证号:43292719690
610004X)位于蓝山县塔峰镇水电
总公司院内国土使用证号(蓝国用
(2009)字第 278号)遗失,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安子健身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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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瑞民，电话 18229233497

◆湖南工商大学北津学院肖江兵遗失
报到证 201912651200054，声明作废。

◆何佳怡（父亲：何建波，母亲：刘
绍云）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304170，声明作废。
◆罗志远（父亲：罗小伟，母亲：夏
真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610281，声明作废。

◆谢玮（父亲：谢琰，母亲：陈佳慧）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0618692，声明作废。 ◆舒卫平（父亲：舒鹏，母亲：李艳

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H43097748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岳阳瑞诚汽车综合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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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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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 联系人:李远雄 13638409098

遗失声明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青云货运
配载中心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0
05 年 4 月 1 日核发 4306012000
117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创联电子产品商
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0
2MA4NQA6M2E)遗失公司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湖南理工学院唐明峰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910543201304，声明作废。

本报8月26日讯 因微信
好友网名与丈夫的一样，长沙的
张女士一不小心把1.9万元错转
给了一个陌生人。当她微信欲索
回转款时，却被对方“拉黑”。好
不容易找到这名微信“好友”，才
知钱已经被用于填补债务。今
天，记者从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
院获悉，经该院“律师调解工作
室”律师调解员调解，对方愿意
分期归还这笔款项。

今年初，张女士得知在外工
作的丈夫急需一笔资金来活动，
打算通过微信直接转账给他。在
找到丈夫网名“奋斗”时，没去多
翻下之前的聊天记录，就直接把
1.9万元转了过去。 看到对方收
取款项后，张女士突然觉得不对
劲，这个网名“奋斗”并不是丈夫
的网名， 聊天记录也基本为零！

意识到转错了账，她马上通过微
信，希望对方将钱转回来，可结
果是自己被拉入黑名单了。

为了找到这个陌生人，张女
士只得向腾讯公司投诉。在不懈
努力下，查到了这个人的姓名和
户籍地址，原来对方姓李，是湖
南某县人。张女士在当地公安的
帮助下，找到了李某。

“我以前在外面做生意亏了
钱，欠下了很多债，收到的这笔
款项已用于还债了。” 面对张女
士的索要，李某表示自己也是家
徒四壁，暂时无力归还。李某说，
自己现在在外打工，一个月的收
入也就3000余元， 但愿意每月
偿还2000元。在民警的协调下，
双方达成了和解。

但几个月过去了， 李某的
承诺成空， 张女士一笔钱都没

有收到。无奈之下，她将李某起
诉至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法院引导其通过诉前律师调解
途径解决。

8月19日，湖南天地人律师
事务所驻芙蓉区法院“律师调解
工作室” 的律师调解员王蕾、李
玉洁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由于
李某现无力全部偿还，只能在自
己能够给付的最大范围内努力
缩小差距。

经过多轮耐心沟通，双方最
终达成一致意见，李某愿意分期
归还这笔款项，双方签订了调解
协议。

据介绍，如果李某到期未按
调解协议归还或是有一期未按
时归还款项，张女士都可以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钟建林

赴外地见“男友”陷传销
长沙警方千里解救

微信转账转错人，钱还能要回来么
她一时不慎将1.9万元误转他人，追讨的过程很难很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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