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品估价280万，交5万服务费

山东济南的杨先生是忠实的古玉
收藏爱好者。前两年，他花了几千元在市
场上淘到了一件古玉器，叫武陵王上圭。

今年5月初，杨先生在网上搜索武
陵王上圭的市场价格，发现了一个展览
服务公司网站，就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
码。没多久，网站工作人员联系他，称只
要交300元鉴定费。 杨先生转账300元
鉴定费，将藏品照片发给了对方。次日，
公司回复称其藏品是真品，估价280万
元，只要缴纳5万元服务费，他们公司
就能为其提供整套服务，以最快的速度
卖出一个“好价钱”。杨先生赶紧带着藏
品赶到长沙，与湖南德量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签订了“委托展览服务合同书”，并
交了费用。

杨先生随后多次通过微信询问对
方进展情况， 答复均是正在进行中。而
当杨先生与其签订的“合同”于7月底
到期后， 该公司要求其转为拍卖流程，
继续缴纳“拍卖服务费”。

涉案金额近2000万元

7月中旬， 长沙市雨花区警方接

到公安部相关线索， 并展开侦查。
民警对线索进行梳理发现，案件涉
及广州一家名为“广州品古轩展览
服务”的公司，但早已人去楼空。民
警调查发现，雨花区辖区内的长沙
万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胜公司）与广州品古轩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有着关联，且采用相同的
套路。7月底，当雨花警方准备收网
时，万胜公司突然人去楼空，首次
收网行动被迫中止。

“担心受害人找上门， 公司经
营三四个月就会注销，搬离。”办案
民警申武介绍。 警方再次梳理相关
资料， 发现之前万胜公司的部分人
员分散后， 先后加入湖南世鼎艺术
品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涵煦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湖南德量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等多个公司， 继续从事诈骗
活动。

9月6日， 在专案指挥部的统一
指挥下，抓获涉案人员140人，现场
扣押现金37万，手机近200部及大量
“待拍”藏品等。经初步核查，该案涉
及全国各地受害人2000余名， 总涉
案金额近2000万元。目前，案件正在
审查深挖中。

本报9月11日讯 不
久前， 贵州警方曾因无
法打开手铐， 而呼叫消
防来帮忙。 同样的一幕
在湖南益阳上演， 这回
还增加了“120”。

9月10日下午3时26
分， 益阳安化县东坪镇
北区中医院住院部6楼，
一名男犯罪嫌疑人在住
院监视期间， 所戴手铐
突然失灵， 由于手铐拴
在病床护栏上， 犯罪嫌
疑人无法离开病床接受
治疗， 在场的民警和医
护人员无奈之下， 只好
寻求消防队帮忙：“119
吗?我们是120和110，我
们这儿有名病人手铐打
不开了！”益阳安化消防
中队接到求助电话立即
赶到现场后，10秒将手
铐剪断打开。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杜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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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剑”出鞘，4393名在逃人员落网
我省公安三个月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420起，紧急止付2.54亿元;劝回境外逃犯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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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日，新化县公
安局成功抓获潜逃23年的命
案逃犯邹某辉（男，1974年11
月出生，新化县上梅镇人），破
获一起发生在1996年的故意
杀人案。

1996年1月23日晚， 新化
艺校学生朱某凡与邹某辉有
矛盾，喊同学李某甜等人将邹
某辉打伤， 邹某辉怀恨在心。
同年3月4日中午，邹某辉在青
石街东方红照相馆处发现李
某甜，上前用水果刀将李某甜
连刺三刀逃离现场，造成李某
甜高位瘫痪， 后器官衰竭而

死。犯罪嫌疑人邹某辉被新化
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一直
在逃。

案发后，新化县公安局一
直高度重视对该案的侦破，但
因条件限制，一直未能发现有
价值线索。2019年“云剑”行动
以来， 该案被列为攻坚重点。
经过专案组民警不懈努力，
2019年9月2日上午在娄底市
娄星区凤阳市场出租屋内将
邹某辉成功抓获。

经审讯，邹某辉对故意杀
害李某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本报9月11日讯 今天上
午，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省公安
厅了解到，“云剑”行动自6月13
日开展以来， 全省共抓获在逃
人员4393名， 其中潜逃8年以
上的在逃人员131名。

6月13日， 公安部部署全
国公安机关统一开展“云剑”行
动， 主要任务是严厉打击电信
网络诈骗、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
骗、“套路贷”犯罪，全力追捕在
逃人员。

行动中，省公安厅将抓捕
潜逃多年的历年重大逃犯作
为重中之重，部署全省公安机
关充分运用科技信息化手段，
强化侦查研判和合成作战，深
入发动群众举报线索，取得了
明显成效。 自行动开展以来，
全省共抓获在逃人员4393名。

其中，全省共抓获公安部
A级通缉令通缉逃犯6名，抓

获命案逃犯24名， 抓获潜逃3
年至8年的在逃人员483名、潜
逃8年以上的在逃人员131名，
分 别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39.11%、555%。 从缅甸、泰
国、越南、柬埔寨、马达加斯加
等国家抓获、 劝回逃犯15名。
通过集中追逃，全省公安机关
破获了一批尘封多年的积案，
有效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

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
“套路贷”方面，全省共侦破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420起， 抓获
犯罪嫌疑人1603人，捣毁犯罪
窝点102个， 紧急止付2.54亿
元， 冻结银行资金3.51亿元。
全省共打掉“套路贷”犯罪团
伙39个，其中涉及常规“套路
贷”25个、“校园贷”6个，查封、
扣押、 冻结涉案资产9121.25
万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颜英华 彭吉露

2019年2月15日， 涟源市
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涟源市
桥头河镇的颜某中以加入“世
界华人国际135基金会” 为幌
子实施诈骗。2月21日，涟源市
公安局对颜某中等人涉嫌诈
骗立案侦查， 随后成立了
“135”专案组，全面开展侦查。

经查，以江苏籍人员卢某
州（另案处理）为首的诈骗犯
罪团伙于2017年初成立“世界
华人国际135基金会” 进行诈
骗活动，诈骗金额达1000余万
元，在湖南娄底范围内诈骗金

额158万元。 以辽宁籍人员夏
某连、江苏籍人员李某为首的
犯罪团伙以“中国人际网”进
行诈骗活动，诈骗金额达3000
余万元，在我省娄底市范围内
诈骗金额198万元。

2019年4月19日， 在公安
部的统一指挥下，湖南、湖北、
江苏、辽宁四省公安机关通力
协作，出动警力200余名，成功
打掉以夏某连、李某等人为首
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25名，扣押现金600余万元，冻
结100余万元。

典型案件

侦破部督“135”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件

几千元淘的藏品估价280万
要卖先交5万服务费
“9.3套路拍”特大诈骗案侦破，140人被抓

9月6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成功侦破“9.3套路拍”特大诈骗
案，捣毁了多个隐藏在长沙多地的“套路拍”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
140人，涉案金额近2000万元。9月11日，长沙警方通
报了相关案情。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于鉴桐

“喂，是119吗，
110、120求助”
手铐失灵，特殊病人
无法接受治疗

潜逃23年，命案逃犯邹某辉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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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3594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李姣名下位于长沙市雨
花区劳动路 139 号新城新世界
小区 A12 栋 3301 号房屋、产权
证号为：20170183677 号的房
屋不动产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20170182680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毛永梅（身份证号，43048119
7411069486）遗失由耒阳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发给的耒国用 02194
9，021950号土地证，声明作废。

◆吴悠（父亲：吴凤峰，母亲：张煦
俪含）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218922，声明作废。

◆黄芷娴、黄芷媗、黄芷薇（父
亲：黄宙，母亲：赵倩玲）遗失
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
430435088、J430145942，J4301
459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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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1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长沙
市芙蓉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朝阳路凯
通国际城 1栋 27005 号房屋、将
产权证 711211587 上的 27005
房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杨九麟（父亲：杨其标，母亲：
梁月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I430583212，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彭德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510542203481，声明作废。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阳思晴遗失毕业证，编号：0407
03170398，声明作废。

◆湖南大学卢旭文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0810532106507，声明作废。

◆本人欧阳深根遗失长沙市芙
蓉区万家丽家具建材广场展位
质保金， 收据编号：0005368，金
额 40000元，现声明作废。

新湖南大厦面向社会招募具有电梯投影
运营资质的公司前来运营新湖南大厦电梯广
告。本项目位于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2号，
总建筑面积约 21 万 m2，层高 248 米，由 22
层的事业大楼、53层产业大楼、5 层商业裙楼
以及 4 层地下车库组成，系集商务金融、文化
艺术及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高端写字楼。 欢迎
有高端电梯投影设备、 有丰富客户资源的公

司携带资质、产品简历前来我司洽谈。
联系人：刘益莎 13874997117
地 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2号

新湖南大厦 19楼营销中心
洽谈截止时间：2019年 9月 20 日

湖南日报传媒中心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2日

公 告

经过连日反弹，创业
板指数9月9日终于成功
站上了1700点，创近5个
月以来新高。 在此背景
下，天弘创业板ETF（场
内简称： 创业板TH；代
码：159977）于9月6日正
式结束募集。

天弘创业板ETF的
推出可谓恰逢其时。据
Wind数据， 截至9月9
日，创业板指今年以来累
计上涨38.6%， 其中8月
份表现尤为出色，月涨幅
达2.58%，领涨全球主要
股指。 经济信息

天弘创业板
ETF结束募集

办案民警正在整理现场查获的藏品。 记者 杨洁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