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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自贴旧罚单“掩护”违停被识破

交警“送礼”：帮你换张新罚单，元宵节快乐

[核实]

元宵佳节，童先生却收到了来自交
警叔叔的“礼物”。

“把车停在路边，为了免被罚，特意
贴了张以前的罚单放在雨刮器上。”童
先生说，没想到这个“妙招”被交警叔叔
识破。“他给我留了张新罚单作为‘礼
物’，并在罚单背后写着：您放在玻璃上
的罚单是旧的，我帮你换张新的，元宵
节快乐!”童先生笑着说，长沙的交警叔
叔真可爱，也祝他们元宵节快乐。好吧，
那我们给童先生发线索费，就当是元宵
节的另一份礼物吧。（童先生提供线索，
奖励30元） ■记者 王智芳

@童：开罚单的交警叔叔，
元宵节快乐！@Hi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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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锦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为保护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
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杨
家山东方之珠商住大厦 1201房。
联系人：周素宁 电话 13974876342

注销公告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燕杰章光生发产
品经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2 年 8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1-1，注
册号：4301026003796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丽滋数码通讯商
行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
机打发票,发票代码 143001410
128,发票号码 121468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 遗失公章注册号为:
4301110002947。 新公章注册
号为:4301000143985。

长沙市劲锋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
7170647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部拟在望城、浏阳、星
沙设立分类广告（公告）
代办点，欢迎有资质、有
资源者前来洽谈。
电话：84464801
13875869988
QQ：602058576

招广告代办点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

◆范智敏遗失身份证， 身份证号码
430105199402024311声明作废。

张家界型人止步服饰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430802000012322）
经股东会决议现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
清算组联系方式：18507445335
清算组联系人：张琦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鲲鹏电气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的 IC卡，代
码：0835784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海军，430104198901041211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 声明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最新厂家普通扑克分析仪，感
应筒子，飞针麻将！ 批发各类
牌具！ 传授各种牌技 车站中
路 277号门面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便 民 服 务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理财咨询

招商 促销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微信号即手机号：13319548488
招商网址 http://www.hebpj.com

诚招市县独家代理
哈尔滨雪影啤酒厂价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放款
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详情致电 18374875188陈总
土建承包找合伙人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人
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源、牧
林、餐饮等优质项目）。 200万起
贷，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让金。
详询：028-66000068

正大恒兴投资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废电线电机等13607480245

字牌技术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跑胡子
碰胡子

前景好,有海外机构，保险公司
支持合作的网络产品项目寻求
合作，联系电话 ：15873182527

项目寻求合作
★企业、个人均可，区域不限。
★优质项目，煤矿、水电站、矿产、
农业、林业、养殖、房产、在建工程、
IT项目、酒店、制造、贸易服务等。

大 额 资 金
寻优质项目深发投资

028-67893333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黄晗文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102197607223017，声明作废

◆熊庆勋遗失 2008.10.10签发身
份证 430923199207061412作废。

◆吴奕璇遗失会计证，证号：360
70219941109064X，声明作废。

退伍军人男 51 岁丧偶独居重感
情有责任感，经商经济优，诚寻
顾家真心过日子的女士为妻，有
孩视亲生 15767669290本人亲谈

女 35岁丧偶独居温柔贤惠貌佳，
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健康重感情
有上进心男为夫，贫富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927498376本人接听

经工商部门正式注册，资金雄厚，
可为各大小企业提供资金帮助，轻
松为您解决资金困难。 全国直投
财富热线：028-83358035

诺承投资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为
各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
助（一千万起），轻松解决您
的资金困难， 手续简单快
捷。 百余人的专业团队，为
阁下的项目保驾护航 。

400-9055-888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69988广告洽谈热线：

[核实]

3月3日，高速交警靖州大队在巡逻
时发现一辆面包车停在路外，而车内空
无一人。 民警联系到了驾驶人伍先生，
得知伍先生一行竟是来此“捕鼠”的 。

在一番询问打听之下， 民警了解
到，原来车主一行五人是与这里接界的
广西人，他们喜欢把老鼠当菜肴，听湖
南的朋友说这边山里的山老鼠又肥又
大，所以叫了几个朋友一同来上山“打
猎”。怕民警不相信，还当场向民警展示
了他们的抓鼠工具。

伍先生介绍，广西人捕鼠、吃鼠已
成风气，民间传有“一鼠顶三鸡”的说法，
特别是进入秋冬季节以后，腊制、爆炒
后的老鼠肉香味很浓，受到广大食客的
青睐。 而山老鼠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往往能卖个好价钱。此次捕鼠就是因为
元宵将至，所以来这边打猎看看。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邓建 李铖 熊双

“弃”车进山捕鼠
只为元宵添菜肴！ @湖南高速警察： 今天

蜀黍被眼前这景象惊呆了，
一辆面包车四脚朝天地立在
高速公路上。这是有多“好”
的技术才能把车开成这样
啊！一番询问才知，原来是小
伙大年初二因工作耽误了回
丈母娘家拜年， 今天好不容
易凑个时间回丈母娘家，天
雨路滑又心太急， 结果车翻
了！可是你这么粗心，你丈母
娘造吗？所幸人没事。

[核实]
小伙是浏阳人，3月5日

一大早前往长沙给丈母娘
“拜节”。因来得匆忙，没准备
礼物， 便急着赶往长沙准备
礼物。由于心里着急，再加上
下了小雨，路面湿滑，走到长
浏高速由东往西方向23公里
处，车子发生了爆胎，小伙紧
急刹车，但还是发生了侧翻，
四脚朝天地立在了那里。事
发后，小伙未受伤，自己从车
里爬了出来。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梁钊

@青青子衿： 这棍棒教
育还是值得商榷，4个留守儿
童竟偷拿家里的3万元现金，
带着户口本买火车票准备去
周游世界， 居然是为了逃避
父母打骂， 好铁警及时将他
们拦回。@Hi都市报

[核实]
3月3日凌晨6点多，在娄

底火车站 ，4个孩子没有行
李、没有大人陪护，并排走着
准备进火车站候车室， 察觉
出端倪的铁警将其拦了下
来。在值勤室内，民警发现孩
子身上除了去广州的车票
外，还有2万多元现金。经过
民警开导，孩子终于开了口，
“我们打算一起去周游世界，
第一站就是广州。”

经询问， 民警得知这4个
孩子是涟源的初一学生，父母
都是农民工。 因为成绩不好，
经常挨父母打骂，于是便有了
“出去透透气，周游世界，逃避
父母”的想法。3月2日，一名学
生偷拿了家中3万元现金，和
其他几人拿上户口本从涟源
打车来到娄底火车站。

随后， 民警联系了孩子
的父母， 并当面对孩子及其
父母进行了批评教育， 希望
家长和孩子能够多沟通交
流， 家长一味地打骂孩子可
能会适得其反。（网友@青青
子衿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杨昱

@湖南高速警察： 高速上
“弃”车布鼠夹，蜀黍也是醉了。
@Hi都市报

@MilkCatXuan 姓
陈。 照片是陈先生3月2日
在长沙7路公交车上拍摄
的。

“当时他就一条腿搭
在旁边的座位上， 一只手
抓着椅背， 整个人慵懒地
‘挂着’， 有人上来也不

让。”陈先生说，他拍照就
是想曝光这种不文明行
为，“虽然微博发出后，有
网友说没什么， 这种事情
很多， 不过长沙是文明城
市，每个人都应该注意。”

（陈先生提供线索，奖
励30元） ■记者 王智芳

大叔，您这样“霸王坐”真的好吗
@MilkCatXuan： 大叔， 您在公交车上坐姿如此销

魂，真的合适吗？@Hi都市报

[核实]

着急见丈母娘
结果车翻了

“熊孩子”携巨款
准备周游世界
还没上车就被拦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