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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张璐雅 ：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你
在不符合请假条件， 请假请求
未获批准的情况下， 擅自脱岗
至今， 公司已多次和书面通知
你返岗，至今仍未到岗，严重违
反了公司劳动纪律管理规定。

现再次公告通知你： 请你
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返岗，逾期不返岗，公司将
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特此通知！
湖南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
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13日

临时股东会通知
长沙韶光铬版有限公司决

定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议案如下：1、关于公
司股权改制的议案内容： 鉴于
历史原因， 公司形成大量小股
东以代持形式持有公司股权，
因各个股东之间未签订书面持
股协议， 股东的权利义务无法
得到有力保障， 公司管理层也
无法有效管理各代持股东，导
致公司自 2019 年起陷入大面
积股东争议， 公司以及关联主
体几近停产停业， 公司管理层
及股东会不能正常开展生产经
营及决策动作。 为了保障各个
股东的法定权利、 规范公司的
管理机制， 拟对公司股权进行
改制， 即将愿意继续持股的小
股东（含被代持股东）登记注册
为公司持股平台的股东。 改制
实施方案将在股东会上予以详
细介绍。 2、关于公司股权改制
后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办理工
商登记的议案内容：如上述第 1
项议案审议通过， 即按照公司
改制实施方案进行股权改制，
则同意相应的修改公司章程，
并授权公司工作人员或中介机
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长沙韶光铬版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2日

变更公告
幸福人寿邵阳中心支公司经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邵
阳监管分局核准设立，换发《经
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现予以公
告：机构名称：幸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邵阳中心支公司机
构编码：000124430500 许可证
流水号：0261105 业务范围：人
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0年 3月 17 日
营业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志成
新世界 A地块 5#楼 17层西侧半层
邮政编码：422000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邵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0年 7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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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天宇（父亲：曾湘新；母亲：
唐爱红）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N430280069，声明作废。

◆曾浩宇（父亲：曾湘新；母亲：
唐爱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59149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岳麓区潇湘昆曲社经理
事会决议，改为备案制的社会
团体，故注销在民政局登记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长沙市岳麓区潇湘昆曲社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石力夫，
电话：18007319379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
(2020) 湘 0124 执 247 号之三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执行
人胡建新名下位于长沙市车
站北路滨湖嘉园 3 栋 802 房
屋产权证，权证号：00435936，
他项权证：514045582 和长国
用（2014）第 019022 国土证一
并公告作废。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

◆付予星（父亲：付庆和；母亲：
吕琼）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466335，声明作废。

◆李梓烨(父亲：李少成；母亲：
龙媛)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290049，声明作废。

◆陈启舟（父亲：陈国胜；母亲：
邵惠元）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0391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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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1 号
之四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黄维与乐智慧夫妻共同共有的
登记在乐智慧名下的位于长沙
市车站北路 228 号王府花园 5
栋 1303号房屋、产权证号为：71
5322052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
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3）
第 06556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
（2020）湘 0321执恢 108号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
执行人吴小峰名下的位于长沙
市雨花区香樟路 469 号融科东
南海小区 SY13 栋-109 号的房
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
14）第 041464 号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湘潭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2019)闽 0203 执 10143 号
之四十八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西路
228号环景苑 4栋 1416室房产、
产权证号为 715164151 的房屋
所有权证及他项权证 2017001
8981、20180296563 上 的 4 栋
1416室房产公告登报作废。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蔡鹏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17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益阳华诚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湘
HB2032 道路运输证 , 证号 :
430903207488,特此声明作废。 ◆邓绍秋（身份证号 430526

199408240027）于 2013 年取得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由
湖南省邵阳市普通话培训测试
站颁发，证书编号：湘 1313005
000413，成绩等级：二甲。 由于
个人原因遗失证书， 现登报原
证书作废。

◆陈春兰遗失残疾证， 证书编
号 ：43312519760322672864， 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德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新华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 统一 社 会 信用 代 码
9143012270720113XM)遗失
食堂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报8月12日讯 “奶奶身体
不好， 我选择护理专业就是为了
好好照顾她！”今年年仅16岁的石
棚霖不久前被湖南护理学校护理
（护士本土化）专业录取。这个3岁
时父亲去世母亲离家出走的小男
孩，由奶奶一手拉扯长大，奶奶成
为他心中最大的寄托， 他也用行
动回馈奶奶。8月12日， 三湘都市
报记者电话连线远在吉首的石棚
霖， 说起被学校录取时他有些腼
腆但语气带着坚定。

石棚霖的家在吉首市矮寨镇
大兴寨村，他3岁时，遭遇了父亲
离世与母亲离家出走， 奶奶成为
他唯一的依靠。在11岁前，家庭经
济来源主要靠奶奶在外打零工的
微薄收入支撑， 之后他的三叔也
开始给一些经济支持。

“小时候奶奶常常出远门打
工，我经常一个人在家，为了解决
吃饭问题， 我6岁时便学会了做
饭。”石棚霖回忆，奶奶那时带他
很辛苦，为了不给奶奶添麻烦，他
就向邻居请教如何做饭炒菜。

同时，他还学会了干农活，地

里的辣椒、西红柿、白菜等由他一
手包办。在8岁那年，他发现家里
没有肉吃了， 他跟着邻居去市场
卖自己种植的蔬菜， 再将赚到的
钱去买些肉回来给奶奶补充营
养。 石棚霖说：“那算是我赚到的
‘第一桶金’， 能买肉回来给奶奶
吃真的很开心。”

10岁时， 石棚霖因为贪玩不
小心将手臂摔成骨折， 高额的医
疗费让他大脑一片空白， 但奶奶
毫无怨言地四处借钱给他治疗。
从那时起， 他下定决心以后要成
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好好照顾
奶奶，为奶奶撑起一片天。

2015年，为缓解家庭负担，石
棚霖来到了湘西州慈爱园这个大
家庭。 慈爱园园长张薇告诉记者，
勤奋、乐于助人是所有老师对石棚
霖的评价。曹微是石棚霖的负责老
师，她还记得，在园内举办的一些
活动中，石棚霖总是最后留下来的
那一个，他会主动帮助老师们打扫
卫生、清理现场，有时还会从口袋
掏出些小礼物给老师们惊喜。

■记者 刘镇东 通讯员 陈蕊楠

本报8月12日讯 今日，长
沙市反电诈中心发布了今年1
月至7月全市电诈警情大数据
及典型案例。前7个月，长沙电
信诈骗案件共立案10430起，
立案数同比上升68.23%，成
功预警劝阻22.8万人次，劝阻
资金2.02亿元，为去年同期的
2.24倍。

根据1-7月份大数据显
示，排名前3位的是：虚假投资
平台类诈骗， 刷单类诈骗，代
办信用卡、 网络贷款类诈骗，
广大市民需进一步提高警惕。

根据年龄段分析，1至7月

全市18岁至50岁年龄阶段为
主要受害群体， 共计6781人，
其中在校学生1966人， 占比
29.1%； 务工人员1424人，占
比21%；个体工商户775人，占
比11.4%；教职工651人，占比
9.6%； 金融财务人员607人，
占比9%；其他群体1358人，占
比20%。学生与务工人员为主
要受害群体。

从发案区域分析， 前7个
月，雨花区、岳麓区、天心区、开
福区、长沙县发案数量排名靠
前。 案件多发在五个街道，其
中雨花区洞井街道1-7月份发
案数235起， 其次是长沙县星
沙街道231起和泉塘街道223
起，岳麓区天顶街道和雨花区
高桥街道分列第四、 第五位，
发案数分别为200起和194起。

三类电诈案高发，在校生受害居首位
长沙警方发布前7个月电诈警情大数据：立案数同比上升68.23%，5个街道案件多发

案例

7月20日，某大学在
校学生张同学在QQ群
看见一条招聘网络兼职
的信息， 称她信用良好，
邀请她兼职刷单赚取佣
金提成，每100元可返利
6元， 并且留下了QQ号
码。

张同学业余时间充
足，希望赚些外快，于是
添加了该QQ号码 ，按
“客服人员”的要求，填写
入职表，她接到了第一笔
刷单任务。对方给了她一
个某知名购物网站的购
买链接，说加入购物车不
要付款，直接截图。张同
学截图发送后，对方给了
张同学一个支付宝二维
码， 让张同学扫码支付。
张同学支付完100元以
后， 对方用支付宝返还
106元。 几分钟的时间，
张同学就拿到了6元的
佣金， 这打消了她的疑

虑。
对方表示，刷单金额

越多， 返还佣金越多。张
同学在连续刷了5单之
后， 不但没有收到佣金，
连本金都没有收回。此时
对方继续要求张同学加
码刷单，并声称如果不能
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系统
就无法进行返款流程。为
了顺利拿到返利， 张同学
通过父母的银行卡进行刷
单支付共计10.9万元，对
方称发现有卡单情况，要
求其再交纳5000元的保
证金之后才能返款。 张同
学表示自己实在没有钱
了，随后便被对方拉黑。

警方提醒，刷单诈骗
是目前高发的一类电信网
络诈骗， 受害群体基本时
间充足，并希望赚些外快，
主要人群为大学生， 其次
是全职主妇、 务工人员。

■记者 杨洁规

大学生兼职刷单，被骗10.9万元

16岁男孩报考护理专业
只为照顾好奶奶

机票退、改签诈骗：1���0.01%
补助、退税类诈骗：7���0.08%

冒充军警购物诈骗：8���0.1%
游戏币、游戏点卡诈骗：58���0.69%

电话冒充领导、熟人诈骗：78���0.92%
游戏装备诈骗：114���1.35%
理财类诈骗：123���1.45%

Q仔诈骗：138���1.63%

冒充公检法诈骗：151���1.79%

虚假网站、链接诈骗：153���1.81%

虚假购物消费诈骗：193���2.28%

冒充购物客服退款诈骗：
450���5.32%

网络交友诱导赌博、投资诈骗：
790���9.34%

其他类型电信网络诈骗：
948���11.21%

代办信用卡、贷款类诈骗：1649���19.5%

刷单类诈骗：
1702���20.13%

虚假平台类诈骗：
1893���22.39%

本报8月12日讯 上百封信
件、 上千通电话……由三湘都
市报、湖南省教育基金会、小风
唐教育扶贫基金会共同举办的
“2020三湘阳光助学” 活动自7
月31日启动以来， 受到了三湘
大地众多贫困学子以及爱心人
士、企业的关注。今天，三湘都
市报再次提醒，品学兼优、家庭
贫困的今年高考本科录取新生
（不含免学费专业）均可申请助
学金， 但原则上不与其他公益
活动重复资助同一名学子。（孤
儿、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城乡
低保子女、 主要成员患疾病或
遭遇天灾人祸家庭贫困子女、
残疾人家庭子女优先）。

贫困学子申请时， 务必准
备以下资料：本人申请（详细介
绍家庭贫困情况、 逆境中艰苦
求学的经历）； 身份证复印件1
份；贫困证明1份，由户籍(或暂
住地)所在村委会(社区居委会)
或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开具近一年的家庭贫困情况证
明； 高考成绩单和高考录取通
知书复印件1份（可在通知书到
达后补交）；寸照1张；能够及时
取得联系的电话号码。 一旦通
过申请， 贫困学子将可一次性
获得5000元/人的助学金。

材料邮寄地址： 长沙市芙
蓉中路一段442号新湖南大厦
三湘都市报总编室 ； 邮编 ：
410008。报名及捐款咨询电话：
0731-84326110 （9:30-12:
00，14:30-17:00）； 联 系 QQ
群：630093028。

■记者 杨斯涵 胡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