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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近期，有公司未经我司许可，在
其销售的商品及外包装上使用

商标，使公众误认为其

购买的产品系我司承保商品。
为避免公众混淆误认，维护中
华保险品牌形象，我公司郑重

声明： 、 已被我

司注册并持有，任何非我司所
属机构或未经我司授权者不得
使用中华保险相关信息背书从
事商业活动，否则，我司将依法
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中心公司

2021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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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彦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301241988011647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东郊中心学校遗失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17 份，
号码：352498004-352498020，
特登报声明作废。

◆欧俊刚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008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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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0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严晨瑞名下位于
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西路 180 号
天鸿小区他城时代公寓 A414
号房的证号：20200002672 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 相对应的证
号为 202000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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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执 3105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蔡行名下位于
长沙市天心区万家丽南路二段
989 号丽发新城一期 19 栋 2304
号房屋、过户至买受人邓璐名
下；将产权证号为 715269216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51509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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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
（2020） 湘 0181 执 7290 号之二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
执行人李斌名下位于长沙市天
心区橘洲湾路 85 号望江佳园 4
栋 505 号房的证号：712025677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相对应的长
国用（2012）第 017146 号国土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浏阳市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安强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 43060000006859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中青旅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遗失旅游合同：GN0020174、
JW0006886、GN0020180、
JW0006888、JW0006880、
JW0004676、GN0017847，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浏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
0181 执 6455 号的协助执行通
知书，将曾繁荣名下位于长沙环
城东路 168 号高桥大市场内百
货皮具城 004栋 107号房、产权
证号为 00360848 的房屋所有
权证与编号为长国用（2005）第
021771 号的国土证及他项权证
20170141760 号一并公告作废。

浏阳市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湖南卓伦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根
据 2021 年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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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员 17726166577

减资公告
湖南君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根
据 2021 年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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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员 17726166577

减资公告
湖南融灏实业有限公司根据 20
21 年 3 月 2 日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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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员 17726166577

本报3月2日讯“2021.3.14”谐
音“爱你爱一生一世”，成为不少人
结婚领证的理想吉日。然而，今年3
月14日正好撞上周日，不少网友发
帖留言急呼：希望民政局能在2021
年3月14日（周日）加班，实现新人
们在好日子结婚领证的意愿。

对此， 三湘都市报记者今日
采访了湖南省民政厅，回复为：不
会强制上班，各地自行安排。

周日是否加班办证？
各地政策不一

记者咨询了长沙多个区县民
政局， 得到的回复是不会安排上
班，或是还未将此事进行讨论，需
等市里统一的调度。紧接着，记者
联系了长沙市民政局， 对此答复
为“由各地自行安排，但目前未收
到区县有相关加班的工作汇报。”

自行安排， 那自然全省各地
会政策不一。 在湖南岳阳平江等
地，实行的是“5+2”政务服务无休
日办事制度，双休日(法定节假日
除外) 按照正常工作日对外服务。
有一方户口在平江的， 可以在平
江登记结婚，但需要提前预约。

记者上网搜索发现， 安徽怀
宁、河北衡水、湖北荆门、河南郑州
等地不少网友纷纷向当地政府发
出请求， 希望民政部门能在3月14
日这天临时开放婚姻登记。不过，大
多数的建议都还是处于“待回复”的
状态，只有一条建议显示“已办理”，
而这条建议就是怀宁县民政局回复
拒绝加班后上热搜的建议。

网友：选对人，哪天结婚都是
一生一世

民政部门到底该不该加班？
话题一出就引起广大网友热议，
意见也各不相同。 除了准新人们
期待在这一天领证， 让婚姻的开
始更有仪式感， 还有不少网友认
为， 民政局作为政府部门窗口单
位，出于人性化考虑，可以根据自
身情况给予理解和支持。 更多网
友则表示，婚后幸不幸福，和结婚
的日子并没直接关系。

网友@iBingo认为：选个好对
象比选个好日子重要得多。

网友@鱼见星辰认为：只要选
对了人，每天都是1314。

“两人感情好，哪天登记都能
过一辈子，两人感情不好，基础不
牢，哪天结婚都很难说。”网友@陈
焱失落的夜 亦认定： 幸福是靠婚
后经营出来的， 不是靠那些个好
看的数字就能维持的。

众多网友的评论中， 也有不
少为民政局工作人员考虑的。

网友@小别扭要有正能量直
言，“让人周末加班， 你给人家民
政局员工加班费么？”

网友@蚩梦尤川在么 则开
导，“既然是周日了， 那就改天再
领证呗!”

网友@炒面很咸 说，“我们是
在一个不特别的日子领证， 所以
那个不特别的日子对我们很特
别， 这比选好日子去领证的多了
一个可以过的纪念日。”

■记者 杨昱

本报3月2日讯 如果你遇到了
车牌为湘A88888的法拉利， 一定
记得去举报， 该车车主欠钱不还，
已被法院列为了“老赖”（详见本报
3月2日A07版）！今日，记者从长
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已
向社会征集这辆法拉利跑车的线
索，如果爆料人能协助法院成功扣
押这辆车， 将可获得5000元执行
悬赏奖金。

经法院查询，涉案车主在全省
范围共涉及了30多个民事案件，
负债金额比较大。同时，记者从中
国裁判文书网上获悉，经长沙市天
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涉案车主
周某某因信用卡诈骗罪、 行贿罪、
骗取贷款罪、挪用资金罪、非法拘

禁罪获刑，最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十六年，并处罚金55万元。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执行法官杨润坤介绍，目前，法
院已经查封了该车辆， 也意味着
该车辆是无法进行转让、过户的。
由此， 开福区法院向社会广泛征
集车辆信息， 并发布举报电话
18817132157，以维护胜诉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笑贫
视频剪辑 王珏

本报3月2日讯 近日， 长沙
县安沙镇的周女士在深山里发
现一只被捕兽夹夹住的黄麂，为
解救黄麂，她连捕兽夹一起抱回
了家，却也因此被盯了梢，还好
有惊无险。随后，长沙市野生动
植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赶来救
治，但令人遗憾的是，黄麂还是
因受伤过重而死。

【发现】
一只黄麂被捕兽夹夹住了腿

2月23日18时许，周女士耳
中突然传来一阵阵似婴儿般的
啼哭声，她按捺不住好奇循着声
音往山上走去，不久就看到一只
像鹿一样的动物， 趴在地上挣
扎、嘶叫。

“开始还以为是黄鼠狼，没
想到像是一只鹿。” 周女士再近
前才看到，这只动物的左前腿被
一个捕兽夹给夹住了动弹不得。
看着它凄惨的模样，周女士很心
痛，但使出浑身力气也打不开夹
子。事发地离周女士居住地并不
远， 看着伤情颇重的小动物，周
女士担心有生命危险，就将其带
回了家里。

回到家里， 周女士意外发
现，门口站着一个虎视眈眈的陌
生男子，还好该男子并无进一步
举动。她赶紧把门关紧。此时，这
只动物已经失血过多，左前腿也
几乎被夹断了。焦虑之下，周女
士来不及深究陌生男子的事情，

她一边给动物止血，一边找朋友
求助。

事后，周女士调看监控画面
才发现陌生男子当晚跟了她一
路，让她后怕不已。“应该就是放
捕兽夹的人。”周女士说，捕兽夹
上估计有定位追踪功能。

【抢救】
生死救援，但没跑赢死神

当晚20时左右，身在望城区
的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会长周灿英接到了周女士的电
话，“根据描述， 初步估计是黄
麂，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周灿英
立马联系了有着丰富野生动物
救助经验的志愿者赵老师，两人
一起驱车前往现场。 当晚22时
许，两人见到了这只动物，不出
所料，这的确是一只黄麂，“体毛
暗栗色，前额毛色为暗棕，耳背
呈黑色，无角无獠牙，应该是一
只雌性的成体。”

随后， 赵老师为其清创、消
炎、包扎，“一开始上药时，黄麂
还挣扎得很厉害，但不到五分钟
的时间， 黄麂就停止了呼吸，眼
睛都没有闭上，全身就不动了。”
看到这一结果， 周女士也很难
过，口口声声说对不起，“当时不
救它回来说不定能活更长时
间。”

赵老师告诉记者，这个捕兽
夹显然是人为放置，这只小麂的
遭遇也决不是偶然。兽夹上有线

路，连着报警器，一旦动物触发
后安装者便能接到消息，“如果
周女士不救走它，可能就会被猎
人带走了”。

“它从周女士抱下山到死去
已经差不多过去几个小时，在这
段时间里它应该经受了极度的
惊恐。”赵老师介绍，其实麂受伤
以后与人接触过多反而会引起
应激反应，导致快速死亡，所以
在野外遇到受伤小麂，最合适的
方式还是创面清洗、消炎后就地
放生。 ■记者 李成辉

好日子撞上周日，网友：求加班，想领证
湖南省民政厅回复：不强制上班，各地自行安排

法院悬赏5000元寻找“欠债”法拉利

女子解救受伤黄麂，遭人跟踪？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黄
麂是鹿科麂亚科麂属， 是中国
特有的物种， 国家三有保护动
物， 广泛分布于亚热带地区的
稠密灌丛中， 以灌木和草本植
物的枝叶、幼芽，野果、青草等
为食， 鸣声似犬吠， 但音调更
高。黄麂听觉敏锐，生性胆小，
如遇惊动即狂奔疾驰， 稍为受
伤出血则惊恐更甚， 以致不能
走动； 此时易被人或被其他兽
类捕获。 受惊时常发出短促宏
亮的吠叫声，故又名吠鹿。黄麂
的活动范围很固定， 被追捕逃
跑时，无论跑多远，最后又会回
到自己原来的活动区域。

小知识

黄麂是中国特有物种

周女士解救的黄麂因抢救无效死亡。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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