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5日，搭载
“潜龙三号” 无人无
缆潜水器和70名科
考队员的“大洋一
号”科考船从厦门起
航， 奔赴南海执行

“大洋一号” 综合海
试B航段科考任务。
这也是目前我国最
先进的自主无人潜
水器“潜龙三号”首
次出海。图为停靠在
厦门现代码头的“大
洋一号”科考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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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唐光耀遗失报到证，证
号：201610531100197，声明作废。

◆刘隽熙（父亲:刘义达,母亲:向贵
兰 )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M43049888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株洲市双源巨鑫工贸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
资金从 100万元减至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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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联系人：周晓红 13973317267

注销公告
嘉禾县梓木混凝土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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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青松，电话 15673506893

注销公告
隆回县阿达商城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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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玄宇，电话 15115956908

◆王祥钧（父亲：王俊钦，母亲：张
琳玲）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H4301040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焦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1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 1份，副本 2 份，注册号 43060
00000468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添娱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岳阳楼分局 2013 年 9 月 2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
06020000282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奔康油茶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谭庆，电话 18230662192

遗失声明
湖南吉之程果业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新宁县工商局 2017年 3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528M
A4LFBBG6U，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新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杨辉，15974248677

遗失声明
湖南万享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宁
乡分公司(税号:91430124MA
4L5BQY42)不慎遗失湖南省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3
00172320，发票号码 :150555
83、15055584、15055585、15
055586 共 4 份，湖南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代码:43001641
30，发票号码:04038995、04
038996共 2份，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湖南中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91430300768038719D）
2018 年 3 月 23 日经董事会决议
注销。清算组由：许连捷、许清流、
许宗成、魏宗明、朱铭泉、丁思强
组成，许宗成任清算组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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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清算组联系人：许宗成 13808527533

遗失声明
长沙百富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430102765628529）遗失湖南
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50 份，发票代码为：143001410
128，发票号码：11060951-110
61000，声明作废。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提示：请慎重使用资讯类信息

◆彭亿海遗失执业医师证，证号:
141430000000440，声明作废。

◆欧阳铁鑫（父亲：欧阳跃清，母亲：
李娟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1032878，声明作废。

◆钟伟毫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40582198810172972;驾驶证,证
号 440582198810172972,声明作废。

◆王钧筠（父亲：王泳炎，母亲：杨
华）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027225，声明作废。
◆符弼超毕业证书遗失湖南长沙
航空职业技术学院，96092 班，
专业:机电技术应用，4600021
98008034411，声明作废。 ◆刘小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923200867，声明作废。

◆彭风帆，430923199810064917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馨玉（父亲：李春明，母亲：周
淑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027393，声明作废。

◆文嘉浩（父亲：文幸珊，母亲：段
燕青）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H430981144，声明作废。

◆朱煜曦（父亲：贺松，母亲：朱娜）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132939，声明作废。
◆李腾泽晟（父亲：李强，母亲：邓
琪）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164402，声明作废。

◆湖南科技经贸职业学院孙
大为遗失报到证， 编号 ：
200813924300035。声明作废。

◆吴建伟（父亲：吴笃亮，母亲：代
碧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399967，声明作废。

◆谢春阳（父亲：谢桂林，母亲：黄
青云）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495663，声明作废。

◆谭润玥（父亲：谭斯明，母亲：徐医
术）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082832，声明作废。

◆卢曌兮（父亲： 卢银科 ，母亲：曹
雯）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715069，声明作废。

◆李胤祥（父亲：李新林，母亲：李
小寒）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1021817，声明作废。

◆何琦（父亲：何建军，母亲：唐艳
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323635，声明作废。 ◆尹兴旺（父亲：尹勇，母亲：熊玉

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455452，声明作废。
◆杨思涵（父亲：杨成军，母亲：肖
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191836，声明作废。

◆丁钰琳（父亲：丁风其，母亲：陈
银）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1181789，声明作废。

◆王娜（父亲:王光辉，母亲：韦小
新，)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996769，声明作废。

◆陈玉香遗失湘 H2BS68道路运输
证，证号:430903200920，声明作废。

◆陈玉香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2007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仁县佳斯顿港式音乐餐厅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两份，
发票代码 4300174320，发票号
码 09183164，发票代码 430017
2320，发票号码 069281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衣橱曼芮莎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芦
淞分局 2017 年 9 月 2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203MA4L39PJ99；
遗失银行印鉴卡一张；遗失财
务专用章 、私章（肖佩）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萃湖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17 年 2 月 20 日核发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04352851757P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刘名轩（父亲：刘小华，母亲：邓
晓芝）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389511，声明作废。

鸿茅药酒是如何成为非处
方药的？作为非处方药，使用中
需要注意什么？ 监测到哪些不
良反应？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新闻发言人4月16日就鸿茅药
酒有关监管情况做出回应。

很多人认为鸿茅药酒是保
健食品， 并不清楚它是一种药
品。 鸿茅药酒的注册审批情况
如何？

鸿茅药酒为独家品种，现批
件持有人为“内蒙古鸿茅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 由原内蒙古自治
区卫生厅于1992年10月16日批
准注册，2002年， 原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统一换发批准文号，该
品种批准文号换发为“国药准字
Z15020795”。 后经内蒙古自治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两次再
注册，现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0
年3月18日。

鸿茅药酒药品标准收载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
准《中药成方制剂》第十四册，
处方含有67味药味， 规格为每
瓶装250ml和500ml，功能主治
为：祛风除湿，补气通络，舒筋
活血，健脾温肾。

2003年11月25日，原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
于公布第六批非处方药药品目
录的通知》（国食药监安〔2003〕
323号）， 公布鸿茅药酒为甲类
非处方药。

“是药三分毒”， 鸿茅药酒
作为非处方药， 使用中需要注
意什么？监测到哪些不良反应？

非处方药本身也是药品，
因而具有药品的属性， 风险与
获益并存， 有些非处方药在少
数人身上也可能引起严重的不
良反应。所以，非处方药也要严
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的规定使

用， 不能随便增加剂量或用药
次数，不能擅自延长用药疗程，
更不能擅自改变用药方法或用
药途径。 如在用药过程中出现
不良反应，应及时停药，严重者
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2004年至2017年底，国家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中，共
检索到鸿茅药酒不良反应报告
137例，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头
晕、瘙痒、皮疹、呕吐、腹痛等。

针对公众的质疑和担心，
国家药监局采取什么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及其有关规定，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内蒙古自
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落实
属地监管责任， 严格药品广告
审批，加大监督检查，督促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 一是责成企业
对近五年来各地监管部门处罚
其虚假广告的原因及问题对社
会作出解释； 对社会关注的药
品安全性和有效性情况作出解
释；加强不良反应监测，汇总近
五年来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
时向社会公开， 同时向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提交报告。 二是
严格按照说明书（功能主治）中
规定的文字表述审批药品广
告， 不得超出说明书（功能主
治）的文字内容，不得误导消费
者。 三是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要持续加大对该
企业日常检查和飞行检查力
度， 督促企业落实药品安全主
体责任。 如发现违反药品相关
法律法规的问题， 将依法严肃
处理，直至吊销药品批准文号。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组
织有关专家， 对鸿茅药酒由非
处方药转化为处方药进行论
证。 ■据新华社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回应鸿茅药酒有关监管情况

鸿茅药酒是药！报告137例不良反应

“中国神酒，只要每天一瓶，离天堂更近一点。”这是
一篇题为《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文
章开头。文章作者叫谭秦东，硕士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
学院。2017年12月19日，谭秦东通过网络发布上述文章。

2018年1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公安局办案人
员来到广州，跨省对谭秦东实施抓捕。

4月15日，凉城县公安局通报案情称，接内蒙古鸿茅
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报警，经查，谭秦东称鸿茅药酒是“毒
药”，“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2018年1月25日，谭秦东被检方批准逮捕。目前，案
件已依法移送审查起诉。 ■据新京报

发文指鸿茅药酒“毒药”
广州医生被跨省抓捕

4月16日，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人
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
书记、总裁王银成受贿一案。福州市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
人王银成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指控：2006年至2016年， 被告人王银
成利用担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党委书
记、总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等职务上的
便利，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
揽、职务晋升、子女就业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非法
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870万余元， 依法应当
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王银成及其辩护人进行了
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
发表了意见，王银成还进行了最后陈
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

中国人保原总裁
王银成受贿案一审开庭

“潜龙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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