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提醒

据悉，拟由“稳健女神”中欧基
金王健掌舵的中欧均衡成长混合
将自12月1日起正式发行。 据悉，
该 基 金 将 采 用 低 估 值 成 长
（GARP）这一核心策略，一方面通
过精选高成长， 挖掘更多个股收
益，同时注重估值，在合理的价格

买入，力争提高安全边际。
据了解，王健管理的基金产品

呈现出“弱市能守，牛市能涨”的特
征，在长期市场风格切换中更显稳
健。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9日，
王健所管基金的几何平均年化回
报达20.08%。 经济信息

本报11月25日讯 八旬老人
邓自强因系统性血管炎导致多脏
器功能损害，发生急性肾衰，生命
危在旦夕。通过全身血液“过滤清
洗”，挽救了生命。

“这是一种新型的血浆置换
方法，不但安全，也更方便，为更
多患者带来福音。”今天，湖南省人
民医院肾内科主任梁玉梅介绍，以
前患者置换血浆需要换他人血浆，
而双膜血浆置换法只需要将患者
自己的血浆进行过滤就可以。

邓自强退休前是大学教授，平日
很注重身体健康。今年82岁的他每天
都坚持去岳麓山遛弯，可最近感觉浑
身不对劲，吃不下东西、身上没力气。

11月初，邓自强在湖南省人民
医院就诊时，被确诊为急性肾功能
衰竭，系统性血管炎导致多脏器功
能损害，尤其是肾脏，简直是毁灭
性打击。

血浆置换是首选治疗方案，将

患者体内存在致病物质的血浆析
出，将新鲜血浆输注，达到清除致
病介质的治疗目的。但血浆属于血
液制品，来源紧张，为了更优的治
疗， 学科主任梁玉梅等专家会诊
后，决定为邓自强进行双膜血浆置
换。将患者身体内的血浆，经血浆
分离器两次分离， 弃去有害物质，
然后回输体内。

双膜血浆置换成功，单次置换
量达到5000毫升。两次治疗之后，
卧床3周的邓自强， 精神食欲明显
改善，11月25日，老人可以扶着拐
杖缓步行走了。

梁玉梅介绍， 随着医学的进
步，双膜血浆置换技术逐渐应用于
临床，相较于单重血浆置换，更安
全， 不再需要大量的健康血浆，紧
急救人性命的同时， 节约了资源，
将造福更多的肾脏疾病患者。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吴靖
实习生 龙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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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领公告
朱勤耘，女，身份证号：430104
1922****3026，2013 年 3 月 5
日过世，生前曾居于长沙市岳
麓区银盆岭街道。 去世后因
其住所面临拆迁，街道将其住
所内少量家具家电生活用品等
转移存放，请朱勤耘直系亲属
见此公告速来银盆岭街道认
领，逾期将按有关法规处理！
特此公告

岳麓区银盆岭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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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办理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湖南省津市监狱李灿遗失
警官证，号码为 4304026，另
遗失警号 1 枚，号码为 4304
026，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3 执 5077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谭凤兰名下位于长
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路 178 号万
事佳景园 7 栋 1009 号房屋、产
权证号为：716070992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编号为：长国用
（2013）第 079197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6327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湖南共立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开
福区幸福桥 13 号 1-2 栋 405 号房
屋、3 栋 201 号房屋、3 栋 606 号
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变更登记至
申请执行人长沙市开福区大华
空压机修配厂名下；将产权证
号为：00183624 号上的 405 号
房屋，产权证号为：00183700
号上的 201 号房屋、606 号房屋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李峰（身份证号:43012419990
718837X）遗失购车发票一份，
发票代码 :143001920660，发票
号:00331981。 车辆合格证编号:
WAS192002038073，车架号 :LF
MAXACCXL0212062,发动机号:
U5428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聚佳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21230001，开户行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乡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尊德汽车维修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
（2020）湘 0124 执 2907 号之三
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黄明元名下位于长沙
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 166 号星
澜汇雅苑住宅 7 栋 1205 房号
证号为：20180101306 号的房
屋不动产权证和对应编号为：
20190301069 号他项权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宁乡市人民法院

◆何山遗失中国护照， 证号：
G26598515，及港澳证，证号：
W24616802，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6001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登记在
肖立成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
湘府东路二段 308 号华盛世纪
新城 13 栋 805 号房，产权证号
为 713321945 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与编号为长国用（2015）第
049215 号国土证公告登报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成建国（身份证号：43292419
6011193258）遗失湖南省监理
员证，证书编号：XY19-B0105，
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衡阳宏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00
796859100Q）于 2020年 10月 22
日在三湘都市报刊登的本报减
资公告，原注册资本从 3000 万
元减至 2950 万元，更正为注册
资本减少至 50 万元，特此更正。
联系方式：18973489858
联系人：李信

遗失声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中山路支行遗失位于开福区
芙蓉中路一段 416 号泊富商业
广场 1 栋 18028 的房产证，证号
长房权证开福字第 716193544
号，他项权证，证号房他证开福
字第 516067698号，声明作废。

与刘明华的相识，让有过
一次离异经历的陈燕重拾对
幸福的期盼。谁知，一封封“威
胁恐吓信”的出现，打破了这
份憧憬……

两人相识于2015年3月单
位组织的一场球赛，都曾离异
并带着孩子，相似的际遇让他
们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于
2015年5月组建了新的家庭。

婚后，陈燕发现丈夫刘明华
很“多疑”。一次参加好友的聚餐，
陈燕一到家就发现丈夫脸色不
对，指责她多看了闺蜜未婚夫几
眼，怀疑早就认识，理由是敬酒
时没拒绝。面对质疑，陈燕一时
语塞， 而刘明华则恼怒地表
示，“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这次误会是丈夫多疑的
开始，此后的4年内，陈燕经常
都要忍受语言暴力。饭没煮好
要被骂、拖地不够干净要被恐
吓……很多次，刘明华还拿出
砍骨刀、扳手和锤子，对家里
的家具电器打砸，令陈燕陷入
深深的恐惧中。陈燕也曾报过

警，但一到派出所，丈夫态度
的转变又让她回心转意，想再
给彼此一次机会。

2019年1月，陈燕发现，丈
夫几乎每天凌晨才回家，有时
彻夜不归。翻阅丈夫手机聊天
记录才知道， 原来他早已出
轨。两人大吵了一架，刘明华
挥舞铁锤导致陈燕手指中指
粉碎性骨折、 无名指骨折，右
脚大拇指骨折。 陈燕住院期
间， 刘明华依然进行威胁恐
吓，刚出院不久刘明华又提出
离婚，陈燕只能带着孩子住回
娘家。

丈夫仍然每天写恐吓信，
要求早日离婚。 无奈之下，陈
燕向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
下达了人身保护令裁定 。
2019年8月15日， 法院就陈
燕与刘明华的离婚诉讼案依
法作出判决，准予两人离婚，
并结合照顾女方权益的法定
财产分割原则，将夫妻的共同
房产判决归陈燕所有。

气不顺就找“茬”？ 勇敢对家暴说“不”
提醒：经常性谩骂、恐吓、跟踪等也属家暴，要积极运用法律保护自己

饿肚子、被木棍抽打身体、冬天在屋外罚站、不能接
触亲人……山东德州22岁女子方洋洋被夫家虐待致死
案被曝光后，让人们再次关注“家暴”这一话题。

11月25日是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国际日， 三湘都市
报记者结合省内多个典型案件，提醒婚姻中的你，别让
“家暴”毁了幸福人生。

北京市隆安(株洲)律师
事务所律师桂露云介绍，家
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
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
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
侮辱、诽谤、宣扬隐私、跟踪、
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
神等侵害行为。

“受害人遭遇暴力时，一
定要保留好证据并积极运用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桂露云提醒，在证据的
保留上， 首先要在遭遇家暴
时立即报警， 让警察协助制
止家暴并作记录；其次，要对
家暴现场进行拍照或视频；
最后，如果因家暴遭受伤害，
受害人在积极就医的同时，
还要完好保留病历资料。只
有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才更有
可能获得法院的支持， 也更
有可能在之后的离婚诉讼
中，获得法院的准予。

需要注意的是， 相比于
肢体暴力通过检验伤情来评
估暴力程度及施暴者的刑
责，语言暴力很难检验受害人
的伤势，往往更多是属于精神
上或名誉上的伤害。 不过，遭
受家庭语言暴力时，也可尽力
保存证据，以便合法维权。

“疑心病”、恐吓信，拆毁二婚家庭

近日，长沙市宁乡公安在
微信上发布了两例家暴案件，
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7月15日， 因为打电话声
音太吵，贺某被丈夫李某推出
大门口， 不慎从1.4米高的台
阶上摔下，邻居拨打了报警电
话。民警讯问得知，李某与贺
某原是一对幸福夫妻，2016
年贺某上班时被碎糠机器卷
入导致右手截肢，两人开始分
房睡，感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
化。事发当天，李某被贺某打
电话的声音吵醒， 矛盾激发。
经鉴定， 贺某达到轻伤一级，
李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
事拘留。

10月20日晚， 喝了点小
酒的薛某开启了“找茬”模式，
先是嫌弃妻子董某不会说话，
经常“得罪”人，然后又责怪其
洗碗的声音太大吵到了自己，
随后放出要离婚的狠话。

面对不甘示弱的董某，
越吵越生气的薛某开始推
妻子出门，甩了几个耳光后
又走进厨房拿了一把生锈
的菜刀乱划 ，混乱中，董某
的手臂被砍伤……接警后，
民警将薛某带回派出所进
行调查，这并不是他第一次
打妻子 。目前，薛某因涉嫌
故意伤害罪已被依法行政
拘留。

3个月，宁乡公安处置两起家暴案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熊瑛 通讯员 陈炜

不动手只动口
也可是家暴

八旬老人肾衰生命垂危
全身血液“过滤清洗”救命

医生为邓教授进行双膜血浆置换技术后，邓教授身体状态良好。 通讯员 供图

中欧均衡成长12月1日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