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在求职应聘时，招聘方只有核对身份证
的权利，如果需要递交身份证复印件，应当
在身份证的复印件明显处注明用途，书写时切
记要从左到右覆盖到复印件上方。

根据法律规定，除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
案件、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员，或公安机关
依照《刑事诉讼法》 执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时， 才可以查验和扣押身份证。 这几种情况
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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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诚邀
有业务资源或有资深业务
经验者成为业务代办点，享
受优惠代办政策，有意向者
请致电 13875869988。

公 告
2022 年 6 月 15 日，我局联合公安
部门在湖南省长沙县星沙大道
100号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漓湘路
营业部查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
卖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
共计 15个品种 329条，其中贵
烟（喜贵）16条、利群（江南韵）
42条等，运单号为：
9887663435376、9887663387788、
9887663364551、9887672320664、
9887663359739、9887672283108、
9887672315758、9887672315761、
9887672278737、9887672274576、
9887672274612、9887672274608、
9887672278754、9887672325333、
9887672274603、9887672325332、
9887663387865、9887672292066、
9887672306096、9887672287239、
9887672745973、9887672296603、
9887672741268、9887663431016、
9887663411897、9887663431014、
9887663435369、9887663416160、
9887663359837、9887663354997、
9887663364613、9887672278673、
9887672301084。我局依法对该起
案件立案调查并对涉案卷烟予
以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先行登
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0175）。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接受
调查处理，地址：湖南省长沙市
雨花区劳动东路 359 号， 联系
电话：18173196332。 若逾期不
接受调查处理，我局将依据《湖
南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
十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
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市烟草专卖局
2022年 6月 22日

认尸启事
2022 年 6 月 21 日，长沙市公
安局望城分局水上派出所接
报警： 在湘江水域望城段发
现一具男尸， 年龄 20 岁左
右，身高 180cm 左右，上身穿
灰色短袖， 下身穿黑色牛仔
裤和黑色长袜。 如有上述失
踪人员请与我所联系。
联系人：周警官
电话：0731—88088110

租赁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 中科鑫锤拍卖有

限公司定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
10 时在工商银行绥宁县支行
院内 2号楼 2楼会议室对位于
绥宁县县委办、中心街等 27 间
国有经营性门面 3年租赁使用
权进行公开拍卖。 租赁用途仅限用
于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经营项目，
按现状出租以实际交付为准。

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
地进行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携
带有效证件原件于 2022 年 6
月 28-29 日 9-17 时 (工作日
内) 到工商银行绥宁县支行院
内 2楼办理报名手续， 原承租人或
经营户具有优先权。 详情见拍卖资
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xgqn-cs。
联系人：黄 15575828858

遗失声明
湖南省泽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合同章一
枚、法人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
枚、发票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伍霞遗失绵阳师范学院报到
证，声明作废。

莫玲凡遗失岳塘国际商贸城
A4 栋 B0103055 收据 2 张，编
号 ：2010795155、20170907412，
金额：拾万元整，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信访工作研究会经会员大
会决议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小组以
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彭智
勇，电话：0731—82218495。

招标公告
2020年 8 月 31 日， 湖南

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20） 湘 12 破申 10 号裁定
书， 受理湖南壹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线公
司”）进行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出具（2020）
湘 12 破 9 号决定书指定湖南
弘一律师事务所担任壹线公司
管理人。现因工作需要，需对壹
线公司的壹线国际商业街项目
续建部分进行预算编制（招标
控制价编制）。

壹线国际商业街项目续建
部分的预算编制项目招标将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上午 8 时至 6 月
26 日下午 5 时报名，欢迎有实力的
预算、造价单位前来咨询、报名。

地点： 怀化市鹤城区人民
南路（原中心汽车站旁）壹线国
际销售中心一楼。
联系人：17375546962（朱）

13548667766（黄）
湖南壹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 年 6月 23日
赵先燕遗失湖南师范大学就业
协议书，编号：0221054200865，
声明作废。

赵莎彤遗失湖南中医药大学全
国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编
号：0221054100812，声明作废。

父：胡文科，母：文清华，孩子胡习
暄遗失出生证明， 性别女，2012
年 2 月 12 日出生， 出生证编号：
L430572648，声明作废。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唐龙深
于 2022年 6月 20 日遗失律师
执业证，执业证号：1430120211
02855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双峰县国泰煤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双峰县工商行政管理和质
量技术监督局 2003 年 8 月 26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132120003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信泰铁路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双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3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31321055814917G（注册号 431
321000014241），声明作废。

注销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伍氏服装店遗失长
沙市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3
年 7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301033426100，声
明作废。 且申请注销，特此声明。

张立志遗失湖南省非税收电子缴
费收据一张， 票号：390200328X，
金额：14700元，声明作废。

唐丽婷遗失湖南大信投资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3张，票据
号：9638940，金额：10000；票据
号：9638962，金额：29817；票据
号：1834681，金额：398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祁阳市第四中学不慎遗失 2019
年 10 月 21 日开具的湖南省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票据号为
湘财通字（2017）2577185062 的
第一联，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土桥镇汝华生态生猪养殖
专业合作社遗失银行印鉴卡，编
号：1200933888，声明作废。

梁军萍遗失新疆大学档案学专
业毕业证，编号:107555200506
000517，声明作废。

何佳宸（父亲：何盛，母亲：曹振
挺）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216219，声明作废。

陈昌军（身份证号：4306231970
08174216） 遗失工伤认定决定
书原件 1 份， 编号:(2021)127
号，发证机关:华容县人社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9 月 14 日，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邵东县双泉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遗失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两个章编码：430500001505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猴急送冷链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湘 AF89J0 道路运输
证正、副本，编号：430122207875，
声明作废。

向桂花—吉首市保险街（注册
号:4331013014452)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天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0000193370， 核 准 日期
2014年 11 月 25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慕玺生活便利店
遗失长沙市岳麓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核发日期：2017 年 6 月
23 日，许可证编号：JY1430104
0310348，声明作废。

张瑾姝（父亲：张杰，母亲：杨
袈）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430674341，声明作废。

陶书毅（父亲：陶亮，母亲：甘玉
亭）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V430268439，声明作废

公章作废声明
耒阳市城镇物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一枚行政公章(编号:43048190
04673) 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下
午 16 时 20 分在耒阳市住建局
11 楼被抢， 报警后警务人员到
达现场将当事人带回蔡子池派
出所调查，公章于当天 18 时 20
分被追回，公章被抢期间因公章
所发生的一切民事行为公司均
不予认可，现声明此公章作废。
耒阳市城镇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22日

微信办理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办分类广告老字号

三湘都市报6月22日讯 遭
遇欠债不还， 法院还没立案，债
权人却在几天后成功收回借款，
怎么回事？原来，这得益于法院
发布的“支付令”。今日，长沙市
天心区人民法院全面厘清支付
令的相关要点，为相关人士提供
新方案。

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申请支付令便捷又划算

支付令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申请， 向债
务人发出限期支付现金或有价证券的法律文书，省去
了开庭、宣判等程序，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
起15日内清偿债务，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在规定的期间不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 又不
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许
多纠纷标的小、争议不大、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仅仅是
因为债务人缺乏支付意愿或暂时没有支付能力引发
诉讼，支付令是解决这类纠纷最便捷的途径。

依法申请支付令的，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
1/3交纳。例如，一个诉讼标的为10000元的案件，按
照目前诉讼费用的收费标准，依据普通程序审理，诉
讼费为50元；简易程序为25元，申请支付令的费用为
16元。相对于其他程序，申请支付令更加划算。

这些情形可以申请支付令

申请支付令需满足以下条件：首先，请求给付金
钱、 有价证券的案件， 且金钱或者有价证券数额确
定、已经到期；其次，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再次，
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最后，
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

劳动者符合以下条件，同样可以申请支付令。第一，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
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第二，因支付拖欠劳
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
协议，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劳动者可
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若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或者异
议被法院驳回，支付令便会生效。支付令一经生效，
便产生执行力与既判力。■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昱

实习生 王奕昀 通讯员 文天骄

出行受限，才知自己上了“黑名单”

2014年， 朱女士通过58同城招聘网站，应
聘到一家公司负责会计工作，2015年10月离
职。“2018年初， 我的支付宝信用分从700多掉
到了500分，随后发现自己购买不了高铁票。通过
征信网查询才发现，我被列入了失信黑名单。通过
企查查APP上搜索自己的身份证号， 居然查到了
民事诉讼的案件信息。”朱女士百思不得其解，“我
从来没有失信行为，怎么会上黑名单呢？”

2020年， 朱女士咨询律师后了解到事情原
委：2014年5月，朱女士曾经就职的公司负责人
曹某以购车为由， 向中国工商银行申办了一张
额度40万元的购车专项分期信用卡， 并提供了
购车合同、结婚证、房产证等材料。同年6月，曹
某又申办了一张额度10万元的信用卡。至2015
年6月，曹某拖欠透支款近44万元后，改变联系
方式并逃匿。而曹某提供的结婚证上，结婚对象
正是朱女士。

“2014年我入职时曾提供过身份证原件。”
朱女士表示，万万没想到会被利用，莫名其妙地

“被结婚”了，随后更是被判决要与曹某共同偿
还债务。

从天而降的债务让朱女士寝食难安，多次联
系曹某协商处理，都不了了之。朱女士委屈又愤
怒，“结婚证我都没见过，更没有参与信用卡借贷，
太冤枉了！”2021年7月，朱女士向湘潭市雨湖区检
察院提出了监督申请，希望能还自己一个清白。

多方取证还原真相，冒用者被判刑一年

曹某向中国工商银行湘潭分行申办信用卡
提供的结婚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是判断朱女
士是否需要偿还债务的关键。

检察官从曹某提供的结婚证字号归属地
邵阳市绥宁县婚姻登记处查到，该字号实际登
记对象并非朱女士与曹某。根据常德市桃源县

民政局出具的婚姻登记信息显示，朱女士2018
年2月6日与配偶刘先生登记结婚，彼时朱女士
婚姻登记状态为“未婚”。检察官多方辗转，又
向中国工商银行湘潭分行经办曹某信用卡的
工作人员调查了解， 该行并未审核结婚证原
件，只是将复印件存档。

历时2个月的调查取证后， 检察院以此前判
决所认定事实主要证据系伪造、 原审被告曹某可
能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与骗取贷款罪为由，
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2021年9月25日，
法院再审此案，并于当天下发了《民事裁定书》：撤
销此案原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审原告的起诉。

同时，承办检察官也敏锐地发现曹某涉嫌
刑事犯罪，将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侦办，同步
移送至该院刑事检察第二检察部。

2022年4月27日， 雨湖区检察院以曹某犯
有骗取贷款罪、 信用卡诈骗罪向雨湖区法院提
起公诉。今年5月11日，雨湖区法院依法判处曹
某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3万元；责令曹
某退赔被害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湘潭分行经济损
失383567.66元。

莫名“被结婚”还成了“老赖”，她傻眼了
湘潭女子遭遇离奇案件 原来她求职时提供过身份证原件，被原公司负责人冒用

由于出行受限，信用分明显降低，湘潭的朱女士查询发
现，自己竟然上了失信“黑名单”。更令她惊讶的是，因为在
求职过程中上交过身份证，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居
然与公司负责人“结婚”了。

6月21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湘潭市雨湖区检察院获
悉，通过该院努力，朱女士的失信执行人被取消。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王智芳实习生黄静静罗斯妮通讯员邵颖

不打官司拿回欠款？
法院支招快捷追债

这样保护个人身份信息

扫码看视频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