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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0日讯 今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市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中心获悉， 自9月1日以来，
他们共接到91起涉及大学生
的电信诈骗案，主要以冒充客
服、兼职刷单、虚构商品类为
主，涉案金额达59万元。长沙
反电诈中心、 雨花公安分局等
单位联合高校辖区派出所，为
新生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防范“套路贷”为主要内容
的知识讲座。

【提醒】“四不”，即不轻易
相信陌生人，不转账、不汇款；
不要透露个人隐私； 不要填写
各种来历不明的表格； 不要单
独与陌生人外出。“四要”，则是
要经常与父母联系； 要与家长
约定好汇款条件、方式，避免家
长草率寄钱；要多看、多听、多
学习防诈骗知识； 在外要始终
保持通信畅通。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于鉴桐

本报9月20日讯 今日，长沙
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通报了多起暴
力袭警案， 相关当事人因一时鲁
莽，不但问题没解决，自己还身陷
囹圄。

2019年4月26日15时许，摩的
司机徐大洪在长沙市天心区侯家塘
地铁站6号出口附近揽客，遇上交警
孙瑞、羌任翔、戴啸现场执法。徐大
洪怎么都不愿意下车配合执法，当
警察采取强制措施时， 徐大洪拿起
电动车U型锁欲砸向执法民警，被
孙瑞及时按住，夺走了U型锁。徐大
洪一脚朝孙瑞的肚子踹去， 正好踹
在了其右大腿侧部位。7月30日，天
心区法院依法判决徐大洪犯妨害公
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4月2日23时许， 李俊一醉酒
后在长沙市天心区林大路惠必购
超市附近纠缠路人，群众拨打110
报警。 文源派出所民警刘杰光、杨
国能和辅警王小球等人闻讯赶至
现场后，询问李俊一。他不仅没理

睬，继续吵闹，并先后拳打民警刘
杰光胸口、头部各一拳，造成被害
人刘杰光头部受伤。6月20日，天
心区法院依法判决李俊一犯妨害
公务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
个月。

2018年10月13日19时许，湖
南林业科技大学东门外“津市牛聋
子”粉店，店员丁乐学与顾客戴维
光因结账金额发生纠纷报警。民警
魏思捷、辅警黄卓前往处警。调解
过程中，戴维光叫来的朋友金才来
到店里，正准备动手，民警魏思捷
喊了一句“警察在这里， 不要动
手”。金才见状叫嚣着冲向丁乐学，
民警魏思捷在上前保护丁乐学的
过程中，金才趁乱用手击打魏思捷
左面部、颈部、胸部，造成魏思捷左
面部、右颈部软组织挫伤。2019年
5月17日，天心区法院依法判决金
才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智勇 文天骄

门面“缩水”想解约，违约责任谁承担
法院审理：没有证据证明面积不足，要求解除合同系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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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19 年 9 月 9 日，长沙市烟草
专卖局会同公安干警在长沙市
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对一辆车
牌为湘 AP7Q56 的长安牌红色
越野车进行检查， 查获一批涉
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
烟草专卖品，包括白沙(精品)、
白沙 (软 )、白沙 (硬 )、芙蓉 (软
红)、双喜(硬经典)、双喜(硬)、双
喜(软)、双喜(软经典)、利群(新
版)、白沙（硬新精品二代）共计
10 个品种 1090 条。 我局依法
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记
保存通知书号码：0000205）。
2019 年 9 月 15 日， 长沙市烟
草专卖局联合高速交警在长沙
市望城区许广高速茶亭收费站
对一辆车牌为湘 A7R37J 的白
色吉普牌 SUV 车进行检查，现
场查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
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包
括中华(硬)、中华(软)、白沙（硬
和天下尊享）、利群（夜西湖）、
利群（软红长嘴）、贵烟（跨越）
等共计 20 个品种 116 条，并依
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先
行 登 记 保 存 通 知 书 号 码 ：
0000206）。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
花区劳动东路 359 号， 联系电
话：18173196896） 接受调查处
理。若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我
局将依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
理办法》 第二十条及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 依法对涉案烟草专
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市烟草专卖局
2019年 9月 21日

长沙市京程实业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及相关人员： 根据《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提请
召开董事会。 现因公司经营需
要，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请召
开董事会会议。 会议通知如下：

一、会议信息。 1、会议召集
人：临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汤
霞生；。 2、会议主持人：汤霞生；
3、会议通知人：董事会秘书，蒋
垂冬；4、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10 月 8 日；5、 会议召开地点：
长沙市京程实业有限公司会议
室；6、出席会议人员：董事会全
体成员（汤霞生、符忠良、蒋垂
冬、朱法明、肖建桃）；7、列席会
议人员：监事会全体成员（王诚
伟、关秀华）。

二、会议内容：董事会及公
司管理层的分工、任职调整。

三、注意事项。 1、董事会议
由董事本人出席， 董事因故不
能出席， 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
事代为出席， 委托书中应当载
明授权范围。 董事因故不能出
席又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
的， 对董事会会议所作决定视
为弃权；2、 请各位参会人员合
理安排时间，准时参会，监事会
列席人员，请准时到场。

特此通知！
提请人：汤霞生、符忠良、蒋垂冬
召集人：汤霞生 通知人：蒋垂冬
长沙市京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会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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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腾鑫钢化玻璃
厂遗失湖南江华农村商业银行
现金支票 11张，支票编号 4020
431508296351、402043150829
6354、4020431508296356、40
20431508296358-59-60、4020
431508296362-63、402043150
8296365、4020431508296371、
4020431508319706；转账支票
1张，支票编号 40204325039
7712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依林特教育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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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铎，联系
电话：15367996267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1170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周大连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
金泰路 199 号湘江世纪城鸿江
苑 8 栋 1002 号房屋、产权证号
为：711042375 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与该房编号为长国用（2011）
第 017256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及该房编号为：511018613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致远银天工程技术管理有
限公司（代码:91430105MA4L6
Q5W0W）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博运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0325676762A）遗失法人（曲
保升）私章一枚，财务章一枚，
声明做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一二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唐国参遗失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专科毕业证，证书编号 8800034，
声明原件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聚众力食品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7 月 16 日核发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301030339653，声明作废。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朱泽熙遗失毕
业证， 编号:12301120130646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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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 号
之四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任学辉、易胜波名下
共同共有的位于长沙市中意一
路 1号金领家族公寓 A 片 733
号房产、产权证号为：714154792、
714154793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及该房编号为：514054990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03 执 2927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苏彩云名下坐落于长
沙市天心区解放四村（石子冲）
5栋 412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11）第 055721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464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执
行人谢曙燕名下位于长沙市雨
花区桂花路 273 号格蓝康都公
寓 1、2、3、4 栋及地下室裙楼 918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14166059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长国用（2011）第 071651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并登
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美梅布衣店遗
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永定分局 20
15 年 6 月 29 日核发 430802600
141035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艺特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3
年 3 月 25日核发 43010020174
31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舒超不慎遗失当代滨江公寓
房款收据金额：16 万购（编号：
000235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理想生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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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志，电话 15886409749

住房出售
左家塘高档小区华天望族苑
内一房一厅出售， 装修设施
全，可停车。 13875895159（张）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
类广告的全省总代理，
拟在长沙以外的市州招
设分类广告代办点，有
资质、有诚信、有资源、
有经验的团队赶紧联系
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租赁的45m2门面，实测不到33m2，租户借此要求
减少租金遭拒，将房东起诉至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9月20日， 记者获悉， 法院支持了租户解除合同的诉
求，但其还得承担合同违约的后果。这是
为什么？ ■记者 杨昱

今年3月16日， 徐先生相
中了长沙市芙蓉区扬帆小区
的一处门面， 并与房东蒋先
生签订了租赁合同。 依照合
约，铺面面积为45m2，4月1日
起租赁期限是4年， 租金每月
5200元，押金5000元。合同
签订后， 徐先生支付了押金
及3个月租金共计20600元。
算上装修及设备投入，徐先生
还花去了5万多元。

徐先生说，刚开始营业时，

就发现了铺面的总面积不到
33m2(含墙)。为此，他多次找蒋
先生协商，想减少租金，都被拒
绝。6月16日，他提出了解除合
同的要求，6月24日腾空了门
面，并于7月2日退还了门面。

自认为遭遇了不公，徐先
生把蒋先生起诉至芙蓉区法
院，诉求法院判令解除这份租
赁合同 ， 返还租金和押金
20600元， 并赔偿经济损失5
万元。

法庭上， 蒋先生表示，门
面租赁合同中载明的面积为
建筑面积而非实际套内面积，
并非以面积作为计算租金的
依据，而是直接明确、具体地
约定了租金，“如果他坚持解
除合同， 则属于违法解除合
同，他应承担自己因此受到的
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双
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
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
义务。双方一致承认“6月16日
徐先生当面告知蒋先生要求
解除合同”， 徐先生向蒋先生
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于2019
年6月16日到达对方， 合同于
2019年6月16日予以解除。法
院支持该合同解除的诉求，蒋
先生应将已收取的6月24日以

后的租金退还徐先生。
徐先生诉称门面不足

45m2， 申请司法鉴定后不预
交鉴定费，应当认定徐先生没
有证据证明蒋先生提供的门
面不足45㎡，且双方约定该涉
案整个门面租金为每月5200
元，并未对每平方米的租金价
格进行约定。故徐先生以面积
不足为理由要求解除合同，系
违约行为， 应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徐先生未提供充分证据
证明其损失，故其要求蒋先生
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的诉讼请
求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法
院不予支持。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
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蒋
先生应返还徐先生多收的租
金1040元。

门面“缩水”，协商无果，对簿公堂

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但违约后果自负

踹警“一脚”，换来十个月刑期
暴力抗法袭警，他们被判妨害公务罪

大学新生请注意
防范这几类诈骗

9月20日，中医在为市民义诊。当天，
2019“中医中药中国行”（湖南长沙站）中
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暨中医药养生文
化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沙市中医医院星沙
分院启动，15位来自长沙市各医院的名
中医和专家为市民义诊，普及中医养生理
念，让市民切身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记者 李健 段涵敏 摄影报道

“中医中药中国行”
走进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