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分别以1.99元及3.99
元的价格购买两个“快递福袋”，
收到一个安卓数据线接头及10
片面膜。 记者黄亚苹摄

超值福袋？无主快递变身低价“盲盒”
调查：里面物品大多并不值钱 规定：私自倒卖快件最高罚20万

A05民生2020年7月25日 星期六
编辑/贺齐 图编/言琼 美编/聂平辉 校对/汤吉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遗失声明
湖南永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长国用（2014） 第 087523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面积
21642.75m2,座落于雨花区井湾
路 168 号）及对应国土红线图原
件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2020年 7 月 25 日减资公告
湖南老船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
从 1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 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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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妙岩，电话：15874195860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 2020 年 8 月
6 日 10 时至 2020 年 8 月 7 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
阿里资产拍卖平台上 ( https://
zc-paimai.taobao.com/)按现状
公开拍卖位于长沙县黄兴镇干
杉社区板塘组 8 栋工业用房及
工业用地使用权一宗,建筑面积
共 7647.99m2，国有土地使用权
面积 14225m2，起拍价 1578 万
元，保证金 240 万元。 即日起接
受咨询并展示， 请有意竞买者
与我司联系。
咨询电话：朱先生 13974950683

湖南紫东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石江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6 年 4 月 2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102MA4L3YW
KXQ，声明作废。

◆任建辉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200958,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湖南观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备案号 430104018
8884)、任鹏飞私章(备案号 4
301220138560)、财务章(备案
号 4301220138558)、合同章
(备案号 4301220138557)和发
票章(备案号 4301220138559)，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
（2020）湘 0521执恢 6号之三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李丽所有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高冲路 72号恒大御景天
下城 22 栋 1704 号室房屋转移
登记至翁颖名下、将该房屋原权
证 20200095664 号与他项权证
20200097645 号以及预抵证号
20170182499 号和预告证 2017
0184298 号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邵东市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涟源市国雄建材经营部遗失
涟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核发日期
2013 年 11 月 7 日， 工商注册
号:4313826001864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以下单证遗失：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摩托
车定额保险单（排气量 50CC-
250CC（含），湖南）印刷流水
号为：91453；32160 和 38667
(遗失业务联）；保单打印纸
150103、218593、221249；14
7050（遗失业务联）、218575、
363575、142741、147012、14
7018、146990（遗失客户联）；
商业保险保单 501655-501657、
501686、814292、514518-814
520、814527-814530；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限
湖南使用）24455（遗失业务联）、
11253和 20677（遗失客户联）；
共 27份，声明作废。

卓越·浅水湾三期 20、21栋

入伙通知
尊敬的卓越·浅水湾三期 20、21
栋业主：

卓越·浅水湾三期 20、21 栋
已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下称
《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我司
兹定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30
日办理房屋交付手续，《入伙通
知书》《房屋质量保证书》《房屋
使用说明书》（下称《三书》）以邮
政 EMS 快递的形式按照《合同》
载明的通讯地址/电话寄送给各
位业主，请各位业主按照《入伙
通知书》通知的时间及要求带齐
资料前往卓越·浅水湾项目办理
房屋交付手续。

如因业主联系方式变更且
未按《合同》要求通知我司，造成
《三书》未收到的，请业主在本公
告刊登后立即与我司联系，我司
不再另行寄送《三书》。
卓越·浅水湾恭候您的光临，恭
祝各位业主入伙大吉！
垂询电话：
地产客服：0731－82927267
物业客服：0731-82230002

特此公告！
长沙市祥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 7 月 24 日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2020）湘 1228 执恢 92
号之八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周峰名下坐
落于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
段 1200 号北辰三角洲奥城 E4
区 6栋 901号的房产、不动产权
证号：湘（2019）长沙市不动产
权第 0244377号登报公告作废。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湖南宏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
金从 1000 万元减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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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担保。 联系人：付宝，
电话：18374726918

◆詹培遗失望城区月亮岛街道
明发商业广场 A 栋 14005 房首
付款发票， 发票号 01917082 ，
金额 152492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金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根据 2020 年 7 月 24 日股东
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 2000 万元减至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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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新华；
电话：13487341333

遗失声明
无印良品长沙雨花区分公司遗
失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核发日期：2019 年 11 月 18 日，
许可证编号：JY14301000260434，
声明作废。

◆黄兴遗失长沙金霞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楼宇认购协议红联编
号为 0000423，声明作废。

公 告
2020年 7月 13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湖
南省长沙县榔梨镇鑫创安物
流园 8 栋 9 号同兴物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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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芙蓉王(硬)1 个品种
共计 394条（货运单号：18125
56、1812557）， 我局依法予以
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记保存
通知书号码：000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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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
联系电话：0731-84011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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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0 年 7 月 13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湖南
省长沙县黄兴镇黄江大道环通
物流园内优速快递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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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蓉王(硬)、白沙（精品）、云烟
（紫） 等 6 个品种共计 150 条
（快递单号：900779008972、900
779149406、900779149407），我
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
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
38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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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系电话：0731-84011
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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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0 年 7 月 15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湖南
省长沙县榔梨镇鑫创安物流园
8 栋 10-11 号联达物流进行检
查， 查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
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
包括芙蓉王 (硬)1 个品种共计
100 条（货运单号：2207262），
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
0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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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县板仓
路 37 号， 联系电话：0731 -
84011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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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0 年 7 月 14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湖
南省长沙县黄兴镇黄江大道
环通物流园内优速快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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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芙蓉王(硬)、白沙（和
天下）、中华（硬）等 4 个品种
共计 248条（快递单号：90077
8770020、518883364660、9007
79089320、900779089586）， 我
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
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
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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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县板
仓路 37 号， 联系电话：0731-
84011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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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0 年 7月 22日，长沙县烟草
专卖局联合高速交警及公安民
警在湖南省长沙县京珠高速星
沙收费站出入口处对车牌号为
鄂 FTB992 的半挂牵引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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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红旗渠（新版银河）、娇
子（软阳光）、黄金叶（喜满堂）
等 18 个品种共计 1804 条，我
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
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4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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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系电话：0731-8401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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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0 年 7 月 17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湖
南省长沙县黄兴镇光达村金
星组 287 号民房仓库内进行
检查，查获一批涉嫌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卖品，包括芙蓉
王(蓝)1个品种共计 570条，我
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
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 ：
000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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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县
板仓路 37 号， 联系电话：
0731-8401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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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结算公告
罗鹏：
中南水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我公司”）承接交由你负
责施工的雨花区洞井镇自由
村户表改造等 11 个项目，至
今尚未完成内外结算手续。 我
公司已通过邮寄方式向你送达
《结算通知》被退回，现再次
通知你，请你在本报刊发之日
起三日内到我公司衔接办理全
部结算手续。 特此公告。

中南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25日

结算公告
石佳林：
中南水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我公司”）承接交由你负
责施工的芙蓉区马王堆街道
办事处管道改造等 11个项目，
至今尚未完成内外结算手续。
我公司已通过邮寄方式向你送
达《结算通知》被退回，现再
次通知你，请你在本报刊发之
日起三日内到我公司衔接办理
全部结算手续。 特此公告。

中南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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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分类信息由长沙鼎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总代理

◆刘炫辰遗失长沙金霞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楼宇认购协议红联
编号为 0000476，声明作废。

◆张文轩（父亲：张桂；母亲：王
波）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24757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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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花1.99元， 就可以
买到精美发饰甚至手机、珠
宝玉器等“物超所值” 的商
品，这样的好事你心动吗？

近日， 多个以“无主福
袋”“幸运盒子” 为关键词的
商品， 在二手交易平台“闲
鱼”出现，有的卖家在商品描
述中写道，“包裹里有小吃零
食、护肤品、衣服等，绝对物
超所值”；有的则打出了“超
值神秘福袋包裹”“几块钱买
惊喜”等宣传语。

售卖“无主快递” 合法
吗？ 消费者真能买到物超所
值的“盲盒”吗？

“快递丢失件”
被低价售卖？

“快递福袋2元包邮，家
居、日用百货、饰品、文具上
面都有可能， 买到就是赚
到。”近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以“福袋”“盲盒”为关键词在
“闲鱼”上检索发现，平台上
有多名用户发布有关商品，
其发布的商品详情介绍图片
上， 有的能清楚看到快递单
号所对应的条形码及收件城
市代码。

在浏览多个发布相似
信息的用户页面后记者发
现，卖家使用的照片雷同，
包裹内的产品也几乎“口
径”一致。标价则分为两个
区间， 一个区间是商品价
格在0.1到1元，但邮费在8
元到14元不等； 另一个区
间是商品价格1.99元到30
元之间， 买家无需额外支
付快递费用。

无论“快递盲盒”的价
格多少， 卖家们均在介绍
中强调：“随机盲盒， 可开
出美妆、食品、服饰鞋帽，
全凭运气但物超所值。”这
也意味着， 买家只需要支
付十几元相当于邮费的价
格即可获得“物超所值”的
“福袋包裹”； 也有买家许
愿称， 希望能买到苹果手
机二代、 最新款筋膜枪等
高价值商品。

那么，这些所谓的“幸
运盒子”“快递盲盒” 从哪
来？不少卖家表示，这些快
递大多来自快递代收点或
自营快递站， 由于快递信
息不完整无法投递或长时
间存放后依旧无人签收，
就成了无人认领的弃件，

为给快递站腾出空间才被放
到网上售卖。

1.99元的“快递福袋”
能买到什么

既然是“无人认领”的包
裹，那这些号称绝对物超所值
的快递里，是否真的能开出令
人惊喜的电子产品或者珠宝
玉器？7月18日， 记者分别以
1.99元和3.99元的价格在“若
只如初见96606” 和“优乐美
56” 两位卖家手中购买了2个
快递“福袋”。

7月22日，抱着“开奖”的
心态，三湘都市报记者拆开两
个包裹。两个包裹中，一个是
安卓数据线micro接头， 另一
个则是10片没有外包装盒的
芦荟滋润面膜。两件商品在淘
宝及拼多多上的最低售价，分
别为0.98元及5元， 并未收到
商品描述中的精美发饰或电
子产品。

三湘都市报记者发现，也
有不少用户在卖家评价页面
大呼上当。一位来自广州的买
家评论称：“体验很不好”；另一
名来自聊城市的买家颇为愤
怒地表示，“不要买，骗钱的！”

对于无主快递的处理方式，湖
南省邮政管理局官网对此有详细
的解读：省级邮政企业应当安排专
门的场地对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
的邮件进行保管，经省级邮政企业
确认超过保管期限无人认领的，由
省级邮政企业在省级邮政管理机
构的监督下销毁。

此外，我国《快递暂行条例》规
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有冒领、
私自开拆、倒卖等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丁子琦 王玉琼

“这些所谓的无人认领的快递物件，
只是一堆披着快递盒子的批发物品罢
了。”一名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厂家想要
清理积压的货物， 便想出一个利用消费
者“爱贪小便宜”的营销手段。

那么，这些所谓高价值的“无主快递”真
的存在吗？ 荷花园街道上天天快递揽收员童
先生介绍，快递在揽收发出前会统一扫描，张
贴在包裹上的电子面单上会注明商品类别，
有经验的快递员也能分辨包裹内商品基本价
值，“如果收件人发现贵重物品丢失， 会申请
包裹赔付。因此，即便真是无人认领的快递包
裹被以盲盒名义进行销售，抽到手机、平板电
脑也是微乎其微。”

私自倒卖快件最高罚20万很难买到“超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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