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著名的波音747大型
客机翱翔天空已近50年，近来
却陆续被多国航空公司淘汰。
本周，在达美航空公司一架波
音747客机完成飞行后， 该机
型也将离开美国商业客运这

个重要舞台。 波音747客机可
搭载多达600名旅客。它有“空
中女王”之称。据“飞行国际”
网站的数据，波音公司共交付
1500多架该型飞机， 其中约
500架仍在服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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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子宣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2100003
96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厚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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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少娟，电话 15607319318

注销公告
湖南星慕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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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彩梅，电话 18684889200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宏达宾馆遗失
张家界市卫生局 2015 年 4 月 17
日核发卫生许可证副本，证号：
张公卫许证字[2015]第 0071
号；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24236006113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厚同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税 号 9143011158899464XJ）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1份，发票代码 4300162320，
发票号码 064967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创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长沙银行建湘支行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7201
603；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 G1043010501720160U；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林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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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磊，电话 18075119777

遗失声明
湖南六建联发安装施工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外出经营活动税收
管理证明》2份，外经证号码长天
国税外证[2016]6811、长天国税
外证[2017]44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余胜强不慎遗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2 年 6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名称：长沙市开
福区阳昊建材商行， 注册号
430105600310121，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金苗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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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拥华，电话 18627515708

遗失声明
湘潭市印象网伽遗失湘潭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岳塘分局 2015 年
3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3040000189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甲凤龙天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2年 7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301050000815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永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长
沙麓谷汽车世界营业部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5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为 4301930000683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永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长
沙湘府东路营业部遗失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7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为：4301000001879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永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长
沙万家丽中路营业部遗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7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为 4301000001878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永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华
洋星城营业部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7 月 2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为：4301000001882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瑞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资质证书 2016 年 12 月 21
核发的资质证书正本，证号编号
D2430032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信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12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 注册号 430300000085781；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0302320710765；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广昕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许总， 13602823826

注销公告
永顺县羊峰山生态农业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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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涛 15200757766

注销公告
龙山县万宝山生态农业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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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旭东 13297438765

注销公告
古丈县栖凤山生态农业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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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民 13974321660

遗失声明
湖南夸日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备案号：430102021
76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柴米油盐饭店遗
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
发票一本（50 元版），发票代
码 143001613427，号码 3026
2851-302629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亚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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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辉，电话 17773252969

遗失声明
长沙套鹿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6 年 6 月 1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102MA4L4YL
79Q，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万美网络信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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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旺杰，电话 15802606196

遗失声明
娄底市辉圣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号 431300000063335） 遗失娄底
市工商局 2015年 1 月 29 日颁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桃江县水利水电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30922187324602Q）不慎遗
失公章 1 枚，编号：43092200
0366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时保国药四店新建路店经
投资人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黄
时保，电话 13974670109

注销公告
蓝山时保国药四店大药房新民
路店经投资人决定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黄时保 13974670109

注销公告
蓝山时保国药四店大药房南平
路店经投资人决定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黄时保 13974670109

注销公告
蓝山时保国药四店大药房经投
资人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黄时保，电话 13974670109

遗失声明
左中右电动汽车服务（长沙）有
限公司遗失吉利牌车辆合格证，
合格证号：WCE00SH00003619，
发动机号：C16070736，车架
号：LJUB4W2W1HS001755，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芙蓉区黑黛发则形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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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成 13873171227

遗失声明
湘潭成竹劳务有限公司遗失湘
潭市工商局雨湖分局 2011 年 4
月 14 日核发注册号 43032100
0012010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广丰生态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经股东决定拟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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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勤，电话 13387460808

遗失声明
株洲凯通铁路器材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
发票号码：01119546，发票代
码：43001541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宝夏石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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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杰，
电话：15958983508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诺天广告材料经
营部，税号 4301041983093030
2401，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两
联电脑版）1份，代码 43001713
20，号码 09790857，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市芙蓉区颖悟信息技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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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辉 85206618

遗失声明
花垣县和谐水利水电工程队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花垣县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694000157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轶蒙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奥莱开具的收据 1份，凭证号
码:9021283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华泽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江华县工商局 2014 年
6月 5日核发注册号 4311290000
11042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渝申烟店遗失长
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6 月 11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4325221982021445
8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日安达货运信息部
遗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13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4303
016000487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山县杨氏土特产经营部遗失
龙山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33130600169
1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博湘志晟经贸有限公司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 2014 年 8 月 27 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号 43
0111000155211； 遗 失 地 税 税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1159
5459215；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本，代码 5954592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鸿吉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2MA4L2ADC
2G）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
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64130，
发票号码 035223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君舜鑫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7 年 8月 14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10568284631X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羊峰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遗失永顺县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312709713117
XY，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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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美国官员17日
说，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当天致电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感谢美方提供情报，
俄方得以阻止可能发生在俄
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一起
恐怖袭击。

俄罗斯总统新闻处通
报，普京给特朗普打电话，请
他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和
工作人员转达谢意， 俄方安
全部门根据美方情报， 挫败
一起针对圣彼得堡喀山大教
堂和其他人流密集地点的系
列炸弹袭击图谋， 抓获了嫌
疑人。

通报说，普京向特朗普保
证，如果俄方获得任何有关美
方及其公民受到恐怖威胁的
情报，将“立即”经由通信渠道

转交美方。
美国白宫在声明中没有

提及恐袭图谋细节，只是说袭
击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俄
方安全部门根据美方情报及
时阻止了悲剧发生。

白宫说，特朗普赞赏普京
来电，“强调了反恐情报合作
的重要性”，“两位领导人都认
为，这件事是两国合作取得积
极成果的范例”。

俄联邦安全局15日说，破
获一起针对圣彼得堡的恐袭图
谋，逮捕7名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追随者。这些人打算上周末
在喀山大教堂和其他人流密集
处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 俄联
邦安全局在嫌疑人住所缴获大
量炸药、 自动武器和极端主义
宣传材料。 ■据新华社

美军方调查UFO，5年耗资两千万美元
五角大楼表示这一计划2012年已“停摆” 因要拨款干其他“重要的事”

美情报助俄挫恐袭 普京感谢特朗普

波音747将告别美国商业客运舞台

飞行员“遭遇”“不明飞行物”

这项计划名为“先进航空技
术威胁查证计划”。美国《纽约时
报》和《政治》网站援引多名计划
参与者和知情者的话报道，这一
计划从2007年开始，持续至大约
2012年，耗资大约2000万美元。
五角大楼发言人证实了这项计
划的存在。

调查内容包括美国军方飞
行员或民航飞行员与“不明飞行
物”遭遇事件，比如飞行员的陈
述和录像。《纽约时报》 报道，美
国国防部的一段录像显示，美国
海军F/A-18战机2004年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附近海
域上空追逐一个“民航机大小的
白色椭圆形物体”。报道说，军方

当时在大约两周时间内多次追
踪这类神秘物体，它们“突然出
现在8万英尺（大约2.4万米）高
度，然后急速坠向海面，最终在2
万英尺（约6000米）停住并盘旋。
然后， 它们突然消失在雷达中，
或者急速垂直上升”。

《政治》网站也报道，这一军
方项目的承包商曾描述， 海军战
机飞行员看见一个“白色椭圆形
物体，大约40英尺（约12米）长、12
英尺（约3.7米）厚”，它的飞行机动
能力“震惊”了美军飞行员，“超过
他们见过的任何（航空）技术”。

美军高层未重视“潜在威胁”

“不明飞行物” 由外星人制
造的说法由来已久，但是至今并

没有获得官方证据证实。
一名国会前雇员说， 对于

“不明飞行物”， 一种推论是，它
们可能是某大国研发的“下一
代”航空器推进技术，而“不为我
们所知”。

五角大楼表示这一计划
2012年左右已经中止，一名发言
人说，中止这一计划是因为“有其
他更重要的事项值得拨款， 做出
改变符合国防部的最大利益”。

这一计划前任主管路易斯·埃
利桑多告诉《政治》网站，在美军
飞行员或其他人报告的数十起
“不明飞行物”遭遇事件中，那些
飞行物都显示了当今空气动力学
技术不可能达到的飞行能力，然
而美军领导层并未对这些“潜在
威胁”予以重视。 ■据新华社

美国媒体16日披露，美
国国防部10年前短时间执行
一项鲜为外界所知的计划，
研究不明飞行物（UFO），即
通常所称的“飞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