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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 今日，湖
南省公安厅召开“湖南省公安
机关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工作”新闻发布会。
会上， 通报了全省公安机关打
击治理工作成效以及侦破的涉
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件。 据了
解，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突
出打击“杀猪盘”、贷款代办信
用卡类、 网络刷单类等高发多
发性案件以及非法开办、 贩卖
银行卡、 电话卡等黑灰产犯罪
持续发起集群战役。 今年1至4
月， 全省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4699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7904名。

研究制定加强行业治理
惩戒“双十条”措施，健全完善
银行、通信行业“一构建四紧
盯五狠抓” 行业治理惩戒体
系。 落实常态化惩戒措施，今
年来共惩戒“两卡”失信人员
3457名，整治电话卡、银行卡

违规开卡网点155个。 围绕电
话、短信等维度，强化多维反
制，构筑拦截防线，累计拦截
诈骗电话432.8万次、诈骗短信
2976.1万条。

为了加强全社会反诈宣
传， 省公安厅制作26集反诈系
列短视频向全社会推播。5月份
以来， 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集中宣传月”活动，动员全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反诈宣传防范工
作。

当日在会上通报的典型案
件分别是长沙市公安局侦办的
“1.16”专案；永州市江华瑶族
自治县公安局侦办的李某某涉
嫌偷越国（边）境案；株洲市公
安局芦淞分局侦办的肖某文等
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宁乡市公安局侦办的左某等人
涉嫌偷渡案。

■记者 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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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秋晖金融信息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特此声明。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
的独家总代理，拟在全省范围内
招设分类广告代办点， 有资质、
有诚信、有资源、有经验的团队
赶紧联系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卓越·青竹湖 16/17/18/19
/20/21/22/23/25 栋

入伙通知
尊敬的卓越·青竹湖 16/17/18/
19/20/21/22/23/25 栋业主：

卓越·青竹湖 16/17/18/19/
20/21/22/23/25 栋已具备《商品
房买卖合同》（下称《合同》）约
定的交付条件， 我司兹定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办理房屋交
付手续，《入伙通知书》《房屋质
量保证书》《房屋使用说明书》
（下称《三书》）以邮政 EMS 快
递的形式按照《合同》载明的通
讯地址/电话寄送给各位业主，
请各位业主按照《入伙通知书》
通知的时间及要求带齐资料前
往卓越·青竹湖项目办理房屋
交付手续。

如因业主联系方式变更且
未按《合同》要求通知我司，造
成《三书》未收到的，请业主在
本公告刊登后立即与我司联
系，我司不再另行寄送《三书》。
卓越·青竹湖恭候您的光临，
恭祝各位业主入伙大吉！

垂询电话：
地产客服：0731－82927267

特此公告！
湖南联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5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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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湖南大柱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公章（编号 430102024
2793）、财务专用章（编号 430
1020242795）、法人（张中柱）私
章（编号 4301020242796）各一
枚，声明作废。

◆周米祺（父亲：周佳，母亲：陈
果）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541210，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王子丰遗失警
号 2枚，号码为 4303780，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金祥遗失警号
1枚，号码为 4303175，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徐敏，遗失警
号 4 枚，警官证 1 张，号码均为
4303496，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鲁旗，遗失警
号 4 枚，警官证 1 张，号码均为
4303207，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石峰遗失警官
证 1 张，号码为 4303694，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刘盾遗失警官
证 1张，号码为 4303272，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刘卫卫遗失警官
证 1张，号码为 4303837，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刘青安遗失警号
1枚，号码为 4303534，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12 执恢 51 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将登记在被
执行人陈艳平名下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赤岭路 219 号旭和大厦
2307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2017
0176339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及
对应的国土证与编号为 201701
85808 号的他项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湘潭响塘供水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0
万元减至 2450 万元，减资的股
东为湘潭市雨湖区响塘镇水利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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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联系人 : 杨泽峰，
电话：13875246524

◆邝诗琴（父亲：邝小微，母亲：
王翠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L430169127，声明作废。

◆邝靳鑫（父亲：邝小微，母亲：王
翠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6646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益阳市锦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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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伟林，电话：13507370028

◆周逸州（父亲：周维，母亲：蔡亚
洁）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5949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追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法人章共两枚，开户
许可证一份（核准号：J5510069
335502,账号：94300001006507
88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禅易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岳麓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7年 6月 22 日核发 91
43010432562222XK 营业执照
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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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9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黄威名下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劳动东路 1299 号城际
新苑 11 栋 404 号上的抵押证
号：20180114157 号的房屋不
动产权证和对应的 证号 ：
20200256556、20200277482 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耒阳市龙湘源自动化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编号：43040810
008201）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方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编号：430481100
01252）及财务专用章（编号：
43048110001253）各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佳宜 1215 店加盟主李敏（身
份 证 号 ：430381198312227804）
遗失湖南佳宜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开具的押金条一张， 金额：
40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振林种植专业合
作社不慎遗失长沙农商行桥驿
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8201
0100000058141，核准号：J551
0024365103，声明作废。

◆龙佳航（母亲：邓喜珍，父亲：龙
灿强）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862423，声明作废。

◆林子宸， 性别男，2015 年 3 月
30 日出生（父：林良杲，母：熊惠
敏） 遗失出生证明， 出生证号
P430373638，声明作废。

◆林子皓， 性别男，2015 年 3 月
30 日出生（父：林良杲，母：熊惠
敏） 遗失出生证明， 出生证号
P430373639，声明作废。

近日, 韶山市政府下发
《关于同意对韶山市爱尚东
升幼儿园重大火灾隐患进行
摘牌决定的批复》。

2020年3月24日,韶山市
消防救援大队监督员在对韶
山市爱尚东升幼儿园进行依
法检查时发现: 该幼儿园的
儿童活动场所设置在四楼的
室外平台， 不符合国家建设
工程技术规范的要求, 大队
依法下发 《重大火灾隐患整
改通知书》 ,将该单位列为重
大火灾隐患单位并提请韶山
市人民政府挂牌督办。

整改期间,大队监督员主
动上门督促整改及提供技术
指导,与该单位共同研究整改
方案, 加快隐患整改进度,经
复查,该单位存在的重大火灾
隐患已整改完毕,韶山市人民
政府同意对该单位摘牌销案。

■通讯员 朱亚军 庞婵娟

为锁定证据，调查组前往事发
地附近的数十家烟酒店，逐一走访
调查，最后找到了当晚给张某出售
香烟的商店。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
到，张某和那个年轻人一起走进商
店购买香烟。

同时，调查组通过治超点考勤
记录，找到了当晚值班的县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陈清波
和城头山镇派出所辅警李清华。

在一系列铁证和党纪法规教育
下， 几个人索要香烟的闹剧不堪一
击，很快承认了这一事实。原来，那个
年轻人是陈清波的“铁杆”朋友牛某，
无正当职业。去年10月下旬，陈清波
抽调至治超点工作后，牛某隔三差五
就去治超点，想趁机谋点小利。

“其实他们也知道驾驶人不是
我叔叔，只是找个台阶，想抽几包
烟而已。”牛某迫于调查组的压力，
坦白自己和张某并不认识。 事后，

3人返回治超卡口瓜分香烟时，还
不忘拿出2包烟“孝敬”卡口值班负
责人———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董
国毅，其中陈清波分得一条多。

至此，一声“叔叔”了难的事件
真相大白。董国毅被给予党内警告
处分，并免去大堰垱超限检测站第
一班班长职务，陈清波被给予行政
记过处分，并调离执法岗位。李清
华积极配合调查， 主动讲清问题，
被给予批评教育。

“过去，部门执法存在随意性，
有些被处罚对象施以小恩小惠逃
避惩罚，尤其货运司机和职能部门
‘愿打愿挨’的现象较为普遍，极大
影响了执法环境。今后，对这类群
众身边的腐败案件， 发现一起，严
查一起，绝不姑息迁就。”澧县纪委
监委负责人表示。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钦明 崔莉 贺博文

一声“叔叔”了难，3人挨“板子”
常德澧县两执法人员与一无正当职业人员共同策划索要香烟把戏被处罚

“香烟退给我了，几名工作人员受了处分，心里格外舒畅。”
5月17日，当澧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电话回访货运车司机张某
时，张某一个劲地致谢。

这是一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去年12月31日，常
德市市长热线接到举报， 称在207国道澧县张公庙社区路段，
有2名执法人员收受一货运车司机两条多“和天下”香烟。

共同策划索要香烟把戏

2021年元旦节后上班的第一
天， 这条线索被转至澧县纪委监
委。按照程序，第三纪检监察室立
即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

“案情单一，又过去这么多天了，
当事人串供可能性极大。”经过分析，
调查组决定从外围入手，于是找到当
时被拦下的货运车司机张某。

张某回忆， 去年12月18日晚
上9点多钟，两名穿制服的人员拦
停他的车，扬言要将车拖到当地派
出所处理。僵持半小时后，一个年
轻人走过来， 把张某拉到一边说，
“给他们执法的两个人各买一条
烟，我可以帮你了难。”张某急着送
货，不假思索就到附近的一家商店

买了两条加5包“和天下”香烟交给
这个年轻人。

“李队长，这是我叔叔的车，能
不能给点面子放行？” 年轻人转过
身对着一名穿着警服的人说。稍
倾， 又提高嗓音对张某吼道：“叔
叔，以后要按规矩办事，绝不能超
载啊。”随即，这位李队长和另一名
执法人员小声耳语几句后，随即将
货车予以放行。

张某还翻出当时购买香烟的
微信付款记录，消费“2470”的数
字清晰入目。“后来， 看到他们3人
坐着同一辆车离开， 我顿时明白
了。”张某有些气愤，原来是他们共
同策划的一出索要香烟的把戏。

严查群众身边腐败案件

韶山市一幼儿园
如期整改销案

今年前4月全省破获
4699起电信网络诈骗案
共惩戒“两卡”失信人员3457名

5月17日14时许， 湖南
省邵东县衡宝路因暴雨导致
积水， 一居民楼上有3名老
人、6名小孩被困， 积水已经
将近一米，且有继续上涨的趋
势。 14时30分， 现场所有电
路被切断，在确保救援安全的
情况下，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
即调动消防员携带绳索、救生
圈等器材，着专用救生衣对被
困群众进行转移。图为消防员
从积水围困的居民楼中背出
小孩。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颜雨彬王娟 摄影报道

涉水救援

消防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