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怪事

A06 城事 2021年12月22日 星期三
编辑/黄海文 图编/言琼 美编/聂平辉 校对/张郁文

家里11个名牌包全变“赝品”，谁在捣鬼
原是屡屡上门的朋友“狸猫换太子” 民警提醒市民，交友要谨慎，莫要“引狼入室”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住房出租
长沙市人民中路地质中学旁有
两室一厅房子出租， 精装修，家
电家俱齐全，交通方便，可停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75869988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 汨罗市顺华锂业有限公司
年处理 15 万吨废旧动力电池及
废料再生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公
告如下：一、征求意见稿网络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VI
mrYSGompiBZ4whnOLVFw
（提取码：mdrg）。 纸质报告可前
往汨罗市顺华锂业有限公司查
阅纸质版报告书。 联系人：邓女
士，电话 18627576566。 二、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可
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法人和其
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RQ5iveiO_VCPFpRSbN4rvQ

汨罗市顺华锂业有限公司年处
理 15 万吨废旧动力电池及废料
再生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环境信息公示

公 告
我队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规定》的有关规定，依法暂扣了
一批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 2292 台二轮三轮违章
摩托车，2020年 7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止 126 台违章汽车。
部分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来
我队接受处理并领取车辆，造
成暂扣车辆积压， 为确保道路
交通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特
公告如下： 凡超期未接受处理
的暂扣车辆， 其当事人必须在
本公告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内持
《强制措施凭证》来我队接受处
理，逾期我队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
百一十二条规定， 撤销机动车
号牌和行驶证， 并将车辆上缴
财政部门报废处理。

特此公告
宁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 12月 18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9 时在湖南
国际商务中心会议室按现状公
开拍卖涉案物品一批（字画、电
脑、照相机等）。

标的展示、咨询、报名和保
证金交纳时间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 16 时止。 竞买人凭
保证金付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
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保证金交纳账户名称： 湖南省
拍卖公司。 开户行：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侯家塘支行
账号：800015844220016
报名地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1139号湖南国际商务中心 2093室。
咨询电话：13574878681 李先生

湖南省拍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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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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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湖南中科智网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创一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大汉汽车云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0104012
73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诚至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编号为：1101020435348 的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章、合同
章，及法人（梁军）私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创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00
MA4LMNBKXC）经股东会决
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
减至 10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相
应的担保。 联系人：易剑，
电话 18586678888

抵税房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 10 时在 www.zzpaimai.
com 拍卖株洲市华南国际服饰
城 3 栋 6 层 605、606、607、608
房，建筑面积 1078.9m2，参考价
566.86 万元。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
在标的所在地展示，同时办理报
名手续， 咨询 13907330582 田。
特别提示： 优先购买权人请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 12 时前到我
公司申报优先购买权。 没有接到
通知的在本公告公示满 5 日视
为已通知。 逾期不提交的，视为
放弃对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

株洲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杨素平遗失湖南勤诚达地产有
限公司出具的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张，发票代码：04300190
0105，发票号码：17664118，金
额：630114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灵智文化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备案号:
4301030165792，声明作废。

◆湖南省雁南监狱张星航遗失警官
证，警号为 4315597，声明作废。

（提取码：wn9q）。四、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在本公告发布
后， 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
表、电话、写信或者面谈等方式
发布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
保护措施的建议和意见。 五、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
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遗失声明
湖南海天鸿汉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合同专用章， 编码 :
4302000075018，声明作废。

三湘都市报12月21日讯
记者今日从交警部门获悉，一
辆货车下错了匝道， 竟然倒车
退回来， 没想到一台小车就停
在正后方视线盲区内，“砰”一
声，后方小车被撞出几米远。

小车行车记录仪视频显
示， 当这辆黑色小车驶近匝道
出口时， 发现前方一辆重型半
挂货车正停在匝道内。 停了约
10多秒后，货车开始向后倒车。
见状， 小车驾驶员不断地鸣笛
示意。然而，货车继续加速向后
倒车，将小车撞退约5米远才停
下。 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
伤，所幸无人员伤亡。

货车司机阳某说， 因连续
驾车3个多小时，他准备进临澧
服务区休息并更换驾驶员。由
于注意力不集中， 误将临澧收
费站出口当成服务区入口驶
入。发现走错后，阳某图省事，
竟然选择在高速匝道内倒车准
备返回主干道。 于是引发了这
起事故。事后，交警依法对阳某
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
处罚款200元，驾驶证扣12分的
处罚。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封跃林 杨峰

12月15日， 湘西州泸溪消
防救援大队组织人员对辖区各
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依法
曝光、 处罚了一起占用消防通
道和安全出口的行为。

本次行动主要检查各个场
所的灭火器配备，安全出口、疏散
通道有无占用，用火用电是否存
在安全隐患等方面。检查中发现，
万家福超市存在占用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规定：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

者擅自拆除、 停用消防设施、器
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
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
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
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
的障碍物。大队依法依规对万家
福超市处以5000元罚款。

场所负责人表示会积极按
照消防部门的要求立即对存在
问题进行整改， 并在以后的经
营中重视消防安全工作。

■通讯员 石敦华

今年30岁的蒋女士喜欢买
定制款品牌包、品牌首饰，家里
有10余个品牌包， 也没有经常
使用，大多放在衣柜里保管。

11月， 蒋女士意外发现自
己买的一条项链不翼而飞，一
度以为是被钟点工拿走了。在
朋友刘先生的陪同下， 调取监
控查找。因没找到证据，事情最
终不了了之。

12月初， 蒋女士在整理衣
柜时，又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一个定制奢侈品包颜色与刚买
回来时有色差。于是，蒋女士把

包带去品牌专柜做鉴定， 鉴定显
示这个包是赝品。

回到家后， 蒋女士赶紧检查
了家里其余的十几个包，这一查
可把她吓了一跳，家里的11个品
牌包竟然全部被换成了仿制品。
不仅如此，家里还有一些奢侈品
首饰也不翼而飞。“这些包、首饰，
买回来花了20多万元，全部被人
换掉了。小偷是怎么做到的？既然
偷走了包， 为何还要拿一个仿制
品掩人耳目？”带着疑问，蒋女士
向警方报了案。

三湘都市报12月21日讯
今日凌晨4点多，长沙市岳麓区
某小区临街门面的餐馆突发火
灾， 所幸小区物业保安在巡逻
时发现火情， 物业经理带领保
安果断砸开饭店玻璃幕墙，进
入火灾现场将火及时扑灭，避
免了更大事故发生。

21日凌晨4时， 小区保安王
先生在巡逻时最早发现火情，报
火警后马上通知物业经理谢鸣。
谢鸣迅速召集9名保安赶赴现
场， 发现起火餐馆大门紧锁。“把
玻璃砸开吧，不然火越烧越大，控
制不了，业主损失更大还危及他
人。”一行人使用灭火器敲碎门面
玻璃一角，顺利进入餐厅灭火。
“我们十多个人，用了十三个

灭火器，浇了几桶水，大概五分
钟左右， 火势基本控制住了。”
谢鸣告诉记者， 当时大家一门

心思只想着把火扑灭， 等到消
防救援人员赶来时， 参与灭火
的物业工作人员每人都是一身
黑，被浓烟呛得咳嗽不止。

21日上午10时， 记者来到
事发现场，店内一片狼藉，浓烟
把一片墙熏成乌黑色， 门店前
摆放着一台被烧成废铁的电动
车“昨晚灭完火才注意到，火源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应该是电
动车在店里充电， 不慎引起了
火灾。”谢鸣介绍。店铺老板证
实，电动车确系店内员工所有，
当晚没有人在店内值守。 此次
火灾预计造成损失十万元。

■全媒体记者 张洋银

视频连连看

刘 某 指
认作案现场。
通讯员 供图

办案民警介绍，总价值20
多万元的品牌包及首饰，均被
刘某以半价贱卖，所得钱物则
用于自己消费。到案后，刘某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被盗的11个包与奢侈品首饰
也被陆续追回。目前，刘某因

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提醒市民，交友要谨
慎，莫要“引狼入室”，对于自
身财物一定多个心眼，加强保
管，提高防范意识，不给他人
可乘之机。

11件价值不菲的品牌包莫名变成了“赝品”，一
查才发现，竟是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屡屡上门，玩起了

“狸猫换太子”。 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经过缜密侦
查，迅速侦破一系列盗窃奢侈品案件，被调包的被盗
物品亦悉数追回。12月21日上午， 长沙市开福区公
安分局通报了这起案件详情。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陶冶 方骥德

家中11个名牌包竟成了“赝品”

开福区公安分局新河派出
所民警立即展开侦查， 发现蒋
女士的好友刘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经过调查， 我们发现刘某
收到一个快递， 是买家退回来
的品牌包，原价3.7万元。”办案
民警侯奕乐介绍说。

面对民警的侦查， 刘某选
择了自首。 今年二十出头的刘
某目前还在读书，去年10月，他
在酒吧里认识了蒋女士， 两人
熟悉之后， 刘某经常借机去蒋
女士家玩， 发现蒋女士家有很
多品牌包，而且都是随意摆放。
“我想着她挺粗心的，这么贵的
东西就这么随意放置。 看看自

己微信所剩无几的余额，再看看
那些名牌包，萌生了把这些真包
用假包替换，偷偷拿来变卖获利
的想法。”刘某供述。

有一次， 刘某去蒋女士家
玩，悄悄带走了一个包，然后找
到一家奢侈品回收店，欺骗老板
说“这个包是帮我朋友卖的”。成
功出售之后，刘某立马在网上购
买了一个同款的仿制包，找机会
放回了蒋女士家。

偷换了第一个包后，刘某观
察了蒋女士很久，发现她根本没
有察觉到，胆子越来越大，通过
同样的手法陆陆续续换了11个
包，还随手拿走了几件首饰。

朋友作案，采用“狸猫换太子”侦查

交友要谨慎，莫要“引狼入室”

湘西州：超市占用疏散通道被罚5000元
消防隐患曝光

餐馆深夜突然起火，物业砸玻璃扑救
疑是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

货车高速匝道倒车
小车被撞出几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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