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2日讯 中国人民
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披露了湖
南省“断卡”行动所取得的成绩：
截至2020年末，指导银行排查企
业银行账户149.3万户、个人银行
账户2.87亿户，分别对3.05万户企
业和8.23万个人可疑账户分类采
取管控措施，对7家账户涉案银行
进行了处罚。

2020年10月10日，国务院反
电诈联席办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决定在全国部署开展“断卡”行
动，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严厉打击
整治非法开办贩卖手机卡、 银行
卡违法犯罪， 坚决遏制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高发态势， 切实维护社
会治安大局稳定。

随后，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牵头印发了《湖南省金融领域“断
卡”行动工作方案》，联合省公安厅
成立省金融领域“断卡”行动工作
领导小组，指导湖南省账户自律机
制委员会建立银行业可疑信息行
业共享机制。截至2020年末，全省
指导银行排查企业银行账户149.3
万户、 个人银行账户2.87亿户，分
别对3.05万户企业和8.23万个人
可疑账户分类采取管控措施。全省
就账户涉案处罚银行7家、 通报批
评7家次、约谈115家次，对8家银
行网点暂停新开户1个月。此外，我
省去年对96名买卖账户人员实施
了惩戒。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瀛洲

本报1月22日讯 民警在
巡逻时，意外发现一张写有“救
我”的字条，上面还沾有疑似血
印，民警立即采取行动，枪支上
膛逐一排查， 结果让大家虚惊
一场。具体是什么情况？今日，
浏阳市公安局披露相关详情。

1月18日中午，浏阳市公安
局古港派出所民警在巡逻过程
中，经过一居民楼时，发现一张
写有“救我”字迹的求救纸条，
纸条上还有“8单元、6楼”字样，
以及像是沾有血印。

古港派出所副所长肖俊峰
得知情况后， 因担心有紧急情
况， 于是立即赶往事发地进行
查看，可是，字条上未写明房间
号， 民警挨家挨户对该栋住户
逐一排查。601号、602号……
民警一家家敲门， 结果都没有

发现异常情况。 此时，6楼只剩
下最后一户。

“不清楚房间里的情况，不
知道是逃犯劫持、非法拘禁，还
是传销组织？”一位参与现场搜
救的民警回忆说， 原本紧张的
气氛更浓了， 在场民辅警小心
翼翼拿着手中的装备， 肖俊峰
更是将随身携带的枪支上好了
膛，时刻准备作战。

门打开后， 肖俊峰带人直
冲房间、洗手间等地，未发现异
样，随后对现场进行仔细勘察，
发现洗手间的卫生纸跟求救纸
条材质相同， 仔细辨认求救纸
条上的字迹和颜色， 发现红色
字体并不是血迹， 同时在房间
的书桌上发现了小朋友绘画用
的水彩笔。经比对，可以确定求
救的字迹和血印是用水彩笔写

的。
房主告诉民警， 家里有两个

小孩，大的9岁、小的5岁，都已上
学去了。

莫非孩子是因家庭暴力或什
么原因才写下纸条的？ 肖俊峰仍
不放心， 先是在周边进行走访调
查并查看相关监控， 等孩子放学
后， 再一次与孩子确认且查明情
况。原来，纸条是大女儿菲菲（化
名）随意写着玩的，这一刻，肖俊
峰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了解情况后， 肖俊峰耐心地
告诉菲菲， 这样的字条代表自己
遇到危险， 是紧急情况下才能使
用的。随意使用，不仅给周围的人
带来困扰，还浪费了警力，是错误
的做法。 同时也对孩子父母进行
了批评教育。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朱艳平

本报1月22日讯 “你好，我
们是长沙市公安局民警， 请将车
辆熄火并出示证件， 打开汽车尾
箱配合检查”。1月22日晚9时30
分， 在京港澳高速雨花收费站路
段警灯闪烁，10余名全副武装的
治安警力及交警正对过往车辆及
可疑人员逐一进行细致检查。

共设置盘查卡点19个

酒驾检测、查看证件、检查尾
箱……全副武装的民警对进入收
费站前广场的车辆， 逐一进行检
查。一个多小时的行动中，共检查
车辆近百辆， 但未发现有违法犯
罪行为。

当晚， 长沙警方在全市各出
城道路共设置类似盘查卡点19
个，重点查处酒驾、毒驾、非法携
带危爆物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做
到逢车必查，逢违必罚，全力消除
治安、交通隐患。

除了开展路面的设卡盘查工
作外，当晚，长沙警方还依托全市
44个快警平台， 按照夜间值守要
求，在48个相应路口、重点部位开
展武装值守工作。 每个值守点均

至少安排有3名警力站岗值守，每
名民警均配有枪支、对讲机、肩闪
灯、执法记录仪等单警装备，以严
整的警容强力震慑违法犯罪，随时
应对处置各类突发警情。

将常态化全市开展

据统计，当晚，长沙警方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社会面管控“显性警
务” 集中清查行动， 共出动警力
5000余人次，警车700余台次，集中
开展社会面巡逻防控及行业、场
所、流动人口清查整治等工作。

“此次行动是长沙公安深入推
进社会面管控‘显性警务’工作的
重要举措，将不定期常态化在全市
开展。”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长沙公安将以推进“显性警
务”为契机，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
面管控运行机制，最大力度显性用
警，最大限度屯警街面，切实增强
见警率、管事率，彰显公安警威、震
慑违法犯罪、 挤压违法犯罪时空，
全力维护社会面治安大局持续稳
定，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彬

5000警力雷霆出击，19个卡点逢车必查
长沙公安开展社会面管控“显性警务”集中清查行动，严查违法犯罪行为

寻亲启事
无名氏，男，46 岁左
右， 身高 168cm,体
重 74Kg。 2020 年
12 月 14 日在长沙
市雨花区左家塘街
道曙光社区接受救
助。 该人疑似精神
或智力障碍， 无法

进行有效沟通， 我站多方寻亲
未果。 请知情人速与我站联系，
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21年 1月 22日

望城经开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
基地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已
形成初稿，进行公示。
关心该园区环境问题的公众可
在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和建
议，建设单位：工业基地管委会，
魏女士 13874993305，环评单位：
中机国际，左工 13723877940，邮
箱：25046441@qq.com。 报告电
子文档下载： https://0x9.me/hXzmF。

望城经开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
基地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公示

拍卖公告
定于 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在
本公司举行机动车辆拍卖会，
有意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前来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看
车地址及电话： 邵阳市大祥
区和盛中央公园二期综合办
公楼 1-4 楼。 报名、看车时间
及联系电话：1 月 28 日、29 日
13873982330欧。 竞买保证金
1万元/台付至: 湖南三源拍卖
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长沙市梦
泽园支行，596359060565。
报名电话：13973194730

湖南三源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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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宇(父亲:曹建军、母亲:
谢锦秀)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150800,声明作废。

◆曾振俊不慎遗失医师执业证
书，医师执业证书编号：210431
25000392，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安县财政局遗失在中国工商
银行开设的财政专户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Z5653000029501，开
户许可证编号 551000186181，
账号 1910020729200029843，特
此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胡耀明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胡鹏程，电话 17379633859

◆杨雄朝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 430903203397，声明作废。
◆杜子昊遗失长沙绿地星湾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诚意金收
据，票号 0015251，金额 10000
元，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6474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李顺名下位于长沙
市岳麓区含光路 77 号恒大御景
湾 8 栋 403 室的房产所有权及相
应的其他权利过户至买受人银
红玉名下；将产权证号为 2017
0154216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与编号为 ：20190210293 号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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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湘 0104执 6558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易章维名下的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高冲路 8号绿地
北外滩 11栋 604号的房屋、相
对应的不动产权证号为：201
9032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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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6864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吴爱芝名下房
产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红星大市
场内 A2栋 112号房屋、产权证
号为 ：00637394 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08）第 017144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他项权
证编号为 ：514005258 号上的
112号房屋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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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百四十五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现将登记在长沙市天心区竹
塘西路 228 号环景苑 4 栋 1320
室房产、相对应的产权证号为
715164134 的房屋所有权证及
他项权证编号为 20170018981、
20180296563 号上的 4 栋 1320
室房产公告登报作废。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3 执恢 267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
被执行人戴红梅共有及被执行
人戴红梅、刘爱华、肖明宇共
同继承的登记在肖永平名下位
于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226
号天城·泰祥苑 B 栋 1301号房、
编号为长国用（2008）第 060
426 号的国土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韶山市杨林乡云源采石场于 20
05 年 8月成立，2014年 8月 13 日
合伙人将采石场进行了清算并
决定解散。 2021 年 1 月 15 日经
合伙人会议决定，拟将采石场
剩余财产进行分配，请有关债
权人自本登报通 知之日起 30
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
合伙的清算人庞文军处 申报
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庞文军
联系电话：13107321996
联系地址：韶山市清溪镇韶山
中路 34号附 1号

遗失声明
长沙汉迪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
司湘 A735P6、湘 AX22X9、湘
AD38873 湘交运管长字 430100
621093、430100621097、4301
00621029 号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运输证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鑫汇峰医疗发展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减资，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减至 1000 万元，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要求
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谢箭飞，电话：13505785989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5323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合丰
路 200 号新华都万家城青云苑
6栋 402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号为 ：20180320447 号的房屋
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80335685 号的他 项 权 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4508 号
之三、之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湖南阳光
靳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南二环二段
545号荣升家园 2 栋 2311 号的房
屋、相对应的他项权证编号为：
20200074742号上的 2311 号房
屋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
法院（2019） 琼 0108 执恢 452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叶世真名下位于长
沙市桃花塅路 58 号德庆水韵
山城 1 栋 1503 房屋的证号：
713038838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和长国用（2013）第 06457 号国
土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天降“救命”纸条，原是小孩恶作剧
民警持枪排查后，悬着的心落了地 对于熊孩子家长不可大意

湖南“断卡”行动“成绩单”来了：
3万企业账户和8万个人账户被管控

▲卡点盘查。▲
1月22日

晚， 长沙警方夜
间武装值守整装
待发。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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