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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家养老非公企业，37家涉非法集资
我省启动防范打击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系列活动 2018年以来，全省侦破此类案件45起

贵单位在建行长沙芙蓉支行所
辖网点开立的单位人民币结算
账户，已超过一年 未发生收付
活动，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315 号 )相关规定，请贵单位
自告之之日起 30 日内与开户银
行网点联系，办理账户激活或销
户手续，逾期未办将视同自愿销
户。 具体单位如下:
430015360610500**** 湖 南 顺 天
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4300153
606105000**** 湖南省广通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4300153606105000****
长沙睿诚实业 430150506105000**
** 长沙莱莩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43001505061000**** 长城 (湖南 )
水泥有限公司 430015050610500**
** 芙蓉区丰博装饰经营部 430015
050610500**** 湖南湘华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4300150506105000****
湖南省正辉工贸有限公司 4300150
5061050000*** 湖南湘江职业培训
中心 4300150506105000**** 长沙
市开福区双虎电器商行 430015050
6000**** 长沙中信化工贸易有限
公司 43001505061000**** 广州雄
丰玻璃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4300178
906000****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司
长沙指挥部 4300153706105250***
* 湖南华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30
0153706105250**** 湖南富壕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430015370610525
0**** 湖南豪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4300153706 105250**** 湖南富璟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建行长沙芙蓉支行

单位人民币结算账户告知函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
19）湘 0121 执 2969 号之二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于长
沙市岳麓区环湖路 488 号佳兆
业云顶小区 J 地块 27 栋 2606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2019019
5622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
房编号为：20190175144 号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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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方义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0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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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封
案号（2018）湘 0104 财保 2428
号】，现将位于长沙市雨花区
木莲中路 168 号中建木莲工社
B 栋 619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
为：20170278161号的房屋不动
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2099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卢建湘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岳麓区岳华路 1200
号谷山庭苑二期 20、21 栋 604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2019007
2631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
房屋编号为：20190071117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株洲市合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20004152701，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字第 12
90 号之二、之三的协助执行通
知书，现将登记在罗玲名下位
于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199 号
湘江世纪城揽江苑 8 栋 501 号
房屋、产权证号为 20160025107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为：20180130529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
（2019）湘 0524 执 627 号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原查封案号（20
18）湘 0524 民初 1577 号】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赵慧文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新建东路 35
号阳光锦城 8 栋 704 号房屋、
产权证号为：714202972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长国用（2015）第 033583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
号为：514064206 号的他项权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隆回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祺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代码：914301025827865083)
遗失公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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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1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湖南东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长沙市芙蓉区东牌楼
111号东港名苑 909号房屋、产
权证号为：711113295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20
19）湘 0521 执 1588 号之二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王滇初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
湘府中路 189 号奥林匹克花园 1、
2期 G 栋 504号的房产、产权证
号为：711176720 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11）第 103170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2 执恢 472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林纨凯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
区万家丽中路一段 358 号上河
国际商业广场 C3 栋 709 号房
屋、编号为长国用（2015）第 113
395 号的国土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
法院（2018）浙 1102 执 2919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坐落
于长沙市岳麓区金星中路 468
号郡原生活广场 2栋 1001 号房
屋、产权证号为 20160007566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公告作废。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
（2019）湘 0524 执 1865 号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
执行人刘琴、张文名下的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含浦镇麓山别墅
湖光山色 15 栋 102 号房屋、产
权证号为：716083078、71608307
9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为：516028282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隆回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5）雨 执 字 第 00378
-6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陆熳时名下位
于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 9 号 3
栋 1402号房屋、产权证号为：70
9075099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
该房屋编号为：509035102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德农牧业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研
究总院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两联，发票代码：4300174130，发
票号码：00343050，现声明作废。

◆王成云（身份证号，43048119
7505174367）遗 失 由 耒 阳 市 不
动产登记中心发给的耒房权字
第 00111081 号房产证，声明作废。
◆梁瑞洋（身份证号，43048119
8103011682）遗失由耒阳市产登
记中心发给的耒房权字第 000
7397号房产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锐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银
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31216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锦都展柜厂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 2013年 05月 27 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11600
5451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小红串串小吃店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8年 10月 15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30103MA4Q167H3P，
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11月 22日株洲众
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减至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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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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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喜华
电话：13341333666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6873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宋国英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
区韶山中路 625 号都市家园 B
栋住宅 202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08098003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编号为长国用（2009）第
023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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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耒阳市红焰烟花爆竹批发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编号为 430481
000016031）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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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栗勇名下坐落于长沙市芙蓉
区湘湖路 1号同丰综合楼 110 号
房屋、权证号为 710224206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编号为长国
用（2007）035174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天心区爱博门诊部遗失长沙市
天心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
年 11 月 8 日核发的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副本，登记号：73053
342343010317D1512，声明作废。

本报11月22日讯“这笔
钱终于拿到了， 非常感谢长
沙中院执行局的法官， 让我
们的心定下来了。” 今天，在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民生
案件执行集中兑现新闻发布
会上，36名申请执行人拿到
了标的总额980.85万元的执
行款。拿着支票，申请执行人
唐百琼笑得很灿烂，“为发工
人工资所借的钱， 终于能还
上了。”

唐百琼说， 她和丈夫于
2013年承接了长沙市岳麓区
一个楼盘的外架和钢筋施
工。工程在2014年底完工时，
就应该结清工人的工资，上
家却以没有钱为由一再拖
延，即使打官司赢了，这笔约
140万元的工资也迟迟没有
到账。“我们有100多个工人，

如果欠着， 以后很可能就再
也招不到人。 为了给他们发
工资， 我们从亲戚那里借了
一部分，还从银行贷了款。”

经长沙中院执行局强制
执行，事隔5年后，唐百琼和
丈夫终于领回了这笔期待已
久的工钱。

据介绍， 今年以来，长
沙市两级法院共执结民生
执行案件4381件，执行到位
金额2.11亿余元。法院通过
采取夜间执行、 凌晨执行、
搜查、 强制交付、 罚款、拘
留、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
手机失信彩铃等强制措施，
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
限制、惩戒，压缩失信被执
行人的生存空间，让“老赖”
寸步难行。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昭菲

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下10万元养老钱，却被吸引去投资
养老公寓领利息被骗光， 长沙市民罗娭毑的遭遇让人同情。
近年来，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涉众型犯罪高发频发，新增风
险陆续显现，一些打着“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所谓投资项
目的骗局让不少人亏得血本无归。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非法集资的防范能力，坚
决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由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 省公安厅联合主办的2019年湖南省防范打击养老领域
非法集资主题活动，11月22日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徐琳

“为发工资所借的钱终于能还上了”
长沙中院集中兑现涉民生案件执行款980万元

2018年5月，市民罗娭毑在
熟人的带领下，前往湘潭参加一
个山庄举行的老年活动。活动方
表示，只要老人参与投资，不但
可以入住山庄享受养老服务，还
能享受高额利息，一年后本金利
息一起返还。

根据该公司的宣传，老人入
会需要办理会员卡， 金额从2万
元起， 到20万元不等， 利息从
1800元到3万元不等。罗娭毑投

资了10万元， 这是她一辈子省
吃俭用的积蓄， 也是她养老的
钱。结果，到了半年领利息的时
候， 这个山庄却联系不上了，她
的本金都要不回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 罗娭
毑才知道， 和自己一样被骗的老
人还有很多， 有的老人投资近百
万，也是血本无归。后来，罗娭毑
和其他老人一起报警求助，湘潭市
公安局岳塘分局已经立案调查。

据了解， 自2017年以来，
养老理财、 养老产品销售、网
络借贷、投资理财等领域成为
非法集资“重灾区”，非法集资
活动涉及内容广，表现形式多
样，在严重损害广大群众利益
的同时， 破坏金融市场秩序，
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了一定
威胁。

针对当前非法集资的严峻
形势，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张世平指出，开
展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工作重点
在于掌握风险动态， 强化监测
预警，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
打击力度，加快推进长效管理，

坚决遏制非法集资风险高发频
发态势。除此之外，相关部门还
要开展针对社区群众的个性化
法制宣传，从群众的角度出发，
努力营造富民平安环境。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政委赵
江文表示，2018年以来，全省公
安机关依法侦破此类案件45
起，涉案资金35亿余元，打击处
理犯罪嫌疑人66人。目前，全省
养老服务领域潜伏的风险依然
巨大。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涉及
养老领域非公企业有327家。据
公安机关大数据研判， 其中有
37家企业涉嫌非法集资， 犯罪
的风险等级极高。

2018年以来我省侦破此类案件45起

10万养老钱，投资养老山庄被骗光案例

风险

为将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工作落到实
处， 切实确保宣传教育工作取得实效，活
动将在11月22日—12月16日期间开展“拒
绝非法集资，我为自己代言”防范打击养
老领域非法集资最美志愿者评选活动，面
向全省寻找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志愿
者，为全面打击非法集资工作加油助力。

同时还将落地长沙市十大社区持续
性举办公益宣讲活动，建立宣传教育长效
工作机制，帮助中老年人增强法律意识和
理性投资意识，掌握应对非法集资、金融
诈骗、电信诈骗等诈骗活动的技巧。

本次活动的承办方湖南葆真堂健康
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志勇表
示：“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活动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情，提高广大群众防范风险能力是
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做好针对社区
老年人的知识普及宣讲活动，让他们真正
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从源头上切断犯
罪分子的资金来源。”

活动安排
十大社区公益宣讲为老人防骗

延伸
非法集资的“套路”看清楚

一是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吸收
资金。 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或者承
诺还本付息, 以办理“贵宾卡”“会员
卡”“预付卡”等名义,向会员收取高额
会员费、保证金等。

二是以投资“养老项目”名义吸收
资金。打着投资、加盟、入股养生养老
基地、老年公寓等项目名义,承诺高额
回报,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三是以销售“养老公寓”名义吸收
资金。

四是以销售“老年产品”等名义吸
收资金。 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
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主要目的, 采取
商品回购、 寄存代售等方式吸收公众
资金。

11月22日， 长沙市中院涉民生案件执行集中兑现新闻发布
会上，36名申请执行人拿到了标的总额980.85万元的执行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