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问

俄执法机关消息人
士6日表示，未逃出机舱
的大多数遇难者因大量
吸入飞机燃烧时的有毒
气体中毒而亡。

俄卫生部长斯克沃

尔佐娃说，生还的机长、
副驾驶和1名乘务员也
因吸入有毒气体而中毒
并伴有休克症状， 伤情
中等。 此次住院治疗者
共9人，其中两人重伤。

四部门联合印发办法 构建安全生产执法司法常态化协作机制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涉嫌安全生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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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耀熙（父亲:黄高刚，母亲:陈
爱玉）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2087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天时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吉首市北吉节能科技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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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革 1397434917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 70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 现将被执
行人陈苗根名下位于长沙市天
心区工农村 36 号 3 栋 109 号房
屋，编号长国用（2005）第 026152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黄敏发遗失高处作业证， 证号
T51302219730804671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青青装饰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20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唐代华 电话：17716722229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4 执 2479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 现将
被执行人毛健名下坐落于雨花
区万家丽中路二段 239 号中城丽
景香山园 32 栋 1008 房屋，编号
为长国用（2015）第 050930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红锦龙牙百合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全体社员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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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城 18944908288

注销公告
隆回县南岳庙双季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全体社员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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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乐实 13874276960

遗失声明
张家界永发机动车代理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90000799301，声明作废。

◆曹思晴（父亲：曹灵，母亲：何姣
翠）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4503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资兴市普洛尔光电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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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亮，电话 13007359126

◆牟晨坤（父亲 :牟勇，母亲 :陈
芳玉）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Q4307130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曹义达遗失沅陵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4 年 6 月 3 日核发注册
号为 431222600153269 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崔建平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7
年 10月 10日核发 92430382MA
4M62K85J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
声明作废。

◆李景轩（父亲：李进飞，母亲：唐
婷）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795313，声明作废。

◆何阳（父亲：何江涛，母亲：邱
莎）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545373，声明作废。

◆何洁（父亲：何双清，母亲：徐
小妹）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6568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南飞游乐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行政公章(4306000062428)一
枚，声明作废。

◆朱世峰遗失交强险标志保单号
ACHSUB1CTP19B005133Z，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康尔美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沩江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1
份，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发
票号码 12277101、12277110、
12277119、12277120、12277121、
12277130、12277131、12277158、
12277159、12277160、12277165；
另遗失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霞遗失 1430120171180276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书，
声明作废。

◆易雯依（父亲:易武，母亲:胡敏)
遗失出生证， 编号:T430080588,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13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执
行人湖南博动电子工程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长沙
大道 598 号檀香花园：47 栋 1401
号房屋、编号长国用（2014）第
066462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1412 号房屋、编号长国用（201
4）第 06647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1418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4）第 066479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 951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湖南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暮云
镇中意二路 145 号聚豪山庄
（比华利山）湖心路 20 栋 101
号房产、权证号为：C7110385
27 的房屋所有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11 执 96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周建武名下位于长沙市芙蓉
区晚报大道 569 号万科金域蓝
湾小区 7 栋 807 号房产、编号为
长国用（2012）第 010734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
（2019）湘 0121 执恢 167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湖南汉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名下坐落于长沙县暮
云中意二路 145 号聚豪山庄
（比华利山）文山路第 53 栋
204 号房产、权证号为 C7110
38580 上的 204 号房屋所有权
证公告作废。

长沙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久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2MA4L1F5CX
3）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 3 份，发票代码 043001
800104，号码 10308694 至 10
308696；遗失发票领购本，特此
声明作废。

告知函
湖南菁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贵公司与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
创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 湖南中达中小企业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达公司”） 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
签订了《投资参股协议》，协议约
定由我司以受让长沙麓谷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24%
股权的方式参股中达公司，并由
贵公司向我司支付保证金以确
保我司投资资本金的安全。 现中
达公司已面停止业务，涉及作为
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 200 多起，
因不能履行债务，多次被法院列
为失信人。 中达公司严重资不抵
债，我司的投资本金全部亏损完
毕。 现我司按照《投资参股协议》
的约定，已将贵公司支付给我司
的保证金全部扣除。 特此告知。

长沙高新区麓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

遗失声明
长沙安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前法人张安私章、财务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全民传送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税号 91430102MA4LBG
0J2X）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 043001800104，号码 33
246686、33246689，声明作废。

◆黄兰（身份证号码：43010519
7508090545）遗失坐落于开福区
福城路 49号水韵花都家园 B 栋
1005 房权证号：709011341 的房
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越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遗失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证
号湘械注准 20172630318，声
明作废。

变更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五凡中医门诊部，
原法定代表人黄平（43138219
920529****）现法定代表人
变更为梁东（43250319660429
****），变更法人之后该医疗
机构所有债权债务及相关法律
责任与原法定代表人无关，自
变更之日起机构所有的相关法
律责任由现法定代表人承担，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花垣县长乐乡清华山羊养殖专
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33124072619937N ）经营场
所：花垣县长乐乡黄连沟村创
业园区,遗失发票代码为：04300
1800104，发票号码为：17060550-
17060564，共 15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塔座坪农的道旅游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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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华，
电话 13789331666

遗失声明
株洲嘉博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2020558189
85C)遗失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特声明作废。

公 告
各湖南电建实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根据 2018 年 7 月 23 日第 2
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并经长
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
《湖南电建实业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管理人现对破产财
产实施分配。

根据《湖南电建实业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确定的分
配步骤， 湖南电建实业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共实施 2 次分配， 本次
分配为第 2 次，确定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实施。

最后分配的分配总额为人民
币 8754.47 元， 其中湖南省送变
电工程有限公司分配金额为
8653.09元；湖南省送变电工程有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分配金额为
101.38 元。 特此报告。
湖南电建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清算公告
祁东企丰矿业销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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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旭，电话 18107348882

遗失声明
湖南东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300MA4PHHP645）
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记账联）2 份遗失，发
票代码 4300172130，号码 018
04882、01804896；遗失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 7 份，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号码 10772805-
1077281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统一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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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双全，电话：15074748808

◆湖南城市学院郭荣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3115272009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顺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300MA4LJ17986）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 43
00174130，号码 00514264、
00514265，声明作废。

◆任毅军遗失 2008 年度全国职
称外语等级考试合格证，英语综
合类，B 级，特此声明。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与湖南湘江惠民置业有
限公司的合并协议，湖南湘江
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湖南湘江惠民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惠民置业有限公司解
散注销，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存续，湖南湘江惠
民置业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由湖
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承继。 为保护合并各方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合并各方公
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雷新安，电话 17788939666
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惠民置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5月 8 日

拍卖公告
我司定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上午
10 时在中拍平台（paimai.caa123.
org.cn）按现状拍卖机动车数台。 5
月 14 日 16 时前意向竞买人须缴
纳保证金（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办理竞买手续， 并完成中拍平台
用户注册、报名。 展车、报名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弘高车世界 G 栋。
展车、报名时间：5月 13、14 日。咨
询电话： 马经理（13548567030）。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含浦镇志光冷饮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岳麓分局 2017 年 2 月 2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30104MA4LC3BC5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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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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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
类广告的全省总代理，
拟在长沙以外的市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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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5月7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为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应急管理
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日前联合印发《安全生产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办法》 明确涉嫌安全生产犯罪
案件主要有7类，分别是：重大责任事
故案件；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案件；重
大劳动安全事故案件；危险物品肇事
案件； 消防责任事故、 失火案件；不
报、谎报安全事故案件；非法采矿，非
法制造、买卖、储存爆炸物，非法经
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
证件、印章等涉嫌安全生产的其他犯
罪案件。

关于日常执法中的案件移送与
法律监督，明确公安机关作出立案、
不予立案决定的， 应当自作出决定
之日起3日内书面通知应急管理部
门，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应急管
理部门对不予立案有异议的， 可以
提请公安机关复议或者建议人民检
察院监督。

关于事故调查中的案件移送与
法律监督， 明确由事故调查组或者
负责火灾调查的消防机构将涉嫌犯
罪案件材料移交有管辖权的公安机
关依法立案侦查。 ■据新华社

俄客机迫降起火 机上人员到底经历了什么
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一架苏霍伊超级100型客机5月5日在莫斯科谢列

梅捷沃机场迫降后烧毁，37人生还，41人遇难。经过1天的初步调查，相关部
门已有不少收获。

据媒体报道， 幸存乘务员卡
萨特金娜回忆说， 飞机起飞后进
入一团乌云并遭遇猛烈冰雹。随
后机身发出巨大声响， 机舱外出
现电火花一样的闪光。

生还旅客、 俄罗斯北莫尔斯
克市市长叶夫梅尼科夫说， 听到
飞机在空中两次发出巨响， 并看
到飞机右侧发动机区域有两道雷
电一般的闪光， 但当时右发动机
并未起火。 飞机在迫降时两次撞
击跑道， 发动机在第二次撞击后
起火，机舱内灯光熄灭，乘客们在
黑暗中出逃。

客机上共有5名机组人员，其
中1名乘务员遇难。据悉，事发时
这名乘务员位于机舱尾部。 飞机
后部燃烧时， 他试图打开机尾舱
门但没有成功， 后在协助乘客疏
散时遇难。

一名了解调查进展、不
具姓名的俄航空专家6日表
示，飞机被闪电击中很常见，
算不上危急情况。即便闪电导
致某些机载系统停工，也有备
用系统接替。理论上讲，当事
客机机长可让飞机尽量长时
间在空中盘旋以消耗燃油。

该专家介绍， 苏霍伊超
级100型客机的设计特点使
其无法在空中抛洒燃油。“上
述飞机事发时总共飞行了28
分钟，消耗约2.5吨燃油，着陆
时油箱里还剩约10吨燃油”。

这名专家认为， 机长放
弃长时间盘旋迫降， 说明或
许某些机载系统完全失灵，
或许飞机难以操控， 抑或飞
行员与地面空管完全失去联
系。“在较低空域常有很多飞
机， 与地面失去通信联络会
有撞机危险”。

■据新华社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
员会6日确认，客机“黑
匣子”，即飞行数据记录
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已经全部回收。 这一委
员会的发言人斯韦特兰
娜·彼得连科说，调查人
员正着手分析酿成这一
事件的各种因素。

“调查正在考量这

一事件原因的各种版
本，”委员会说，“包括飞
行员、 调度员和技术检
验员资质不足， 客机故
障以及天气状况恶劣。”

俄罗斯交通部长迪
特里希6日说，俄方暂时
不会停飞此次出事机
型———苏霍伊超级 100
型客机。

飞机和乘客经历了什么 大多数遇难者因中毒而亡

“黑匣子”找到 调查着重3种可能

都是闪电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