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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号：2413397691、847451695

声明·公告
●公司减资公告
四川谊诺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2L6�
DC1B)，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金由人民币伍佰万减少至

人民币叁佰伍拾万，请债权人自
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
●四川谊诺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2
L6DC1B)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99967783,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青旅收据号为1488937-1
488968.1501311-1501442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武侯区宜佳室内空气污染治
理工作室税务登记证 （川税字
511321198910290015号） 副本
遗失作废。

●成都黄金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杜娟，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
川建厅中11319， 专业： 建筑工
程）遗失，声明作废。
●周文巧购买香榭河畔2栋一
单元1599车位发票丢失， 此收
据即日起作废。

●郫都区云邸仙境足浴店发票专
用章编号510245098830遗失作废

微信号：miumiu1989081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09期开奖结果：983，直选：
5325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4359注，每注奖金
173元。（15793847.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09期开奖结果：98300，一
等奖8注，每注奖金10万元。（256193311.92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47期开奖结果：6732786 一
等奖：0注；二等奖：21注，每注奖金17913元；三等奖：265
注，每注奖金1800元。（38926803.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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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9109期开奖结果：136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047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10 01 17 05 14 22 13 特别号码：3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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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064期：0030113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60期：
13111331330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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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向师傅驾车经过二环
路西一段时，见乘客招手打车，正在行
驶途中的他直接停在了机动车道上。这
一幕被监控拍摄下来，随后他被传唤至
成都市交警一分局接受处理。

4月26日，针对出租车、网约车在机
动车道乱停车上下客的违法行为，成都
市交管局集中约谈了十余家车辆企业，
并传唤了违法驾驶员予以处罚，还曝光
了一批违法车辆。

约谈企业：乱停车上下客安全隐患大

“早高峰时段，一辆网约车在人民
南路与倪家桥路口时，直接停在机动车
道下客。驾驶员这一停，后面的公交车、
私家车都只能停车等待，交通立即出现
了拥堵。”民警一边播放视频一边讲解
该行为的安全隐患。4月26日上午，针对
出租车、网约车在机动车道乱停车上下
客的违法行为，成都市交管局集中约谈
了10余家出租车、网约车企业。

现场，民警播放了近日交警部门查

处的典型案例，很多驾驶员在揽客时直
接踩一脚刹车将车停在机动车道上客，
有的下客时明明前方设有临时上下客
区域，驾驶员却视而不见，随意停靠。

传唤驾驶员 罚100元记3分

在对企业进行约谈后，交警对部分
违法驾驶员进行了传唤。

4月20日，网约车驾驶员王某载客
经过蜀大道总府路段，他直接将车停在
机动车道上，让乘客下了车。而该行为
被群众通过“蓉e行”上传进行了举报。

“我不晓得那儿不能停车，本来想靠边
再停，但乘客要求下车。”王师傅被传唤
时解释。民警告诉他，蜀都大道全路段
禁止乱停，因违反禁令标志，受到了罚
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

成都市交管局秩序处民警颜雪忠
表示，中心城区设有出租车及网约车的
临时上下客点位，驾驶员应当按照规定
停放车辆上下客，不要将机动车停在机
动车道上，这样会影响到正常的行车安

全和行车秩序。如果没有临时上下客点
的地方，应到可临时停车区域，即停即
走，注意安全。

曝光：19辆违法车辆被曝光

同时，成都交警曝光了近期在市中
心城区乱停上下客的部分出租车、网约
车及其所属公司，因为违反禁令标志，
驾驶员受到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

“我们会通过现场执法、天网监控、
蓉e行举报等多种途径进行查处。”民警
提醒，对于出租车及网约车乱停放上下
客的违法行为，成都交警将加大查处力
度，请驾驶员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附：车辆及公司名单
川ATX590 康德福出租车有限公司
川ATZ373 寰宇出租车有限公司
川ATJ014 联众出租车有限公司
川A27S7P 安达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川AD26645 曹操专车
川ATN585 春雨出租车有限公司
川ATU901 谊兴出租车有限公司

川ATX131 泰来客出租车有限公司
川ATS482 锦城出租车有限公司
川AYS288 市蓉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川AR34L4 成都美安行汽车服务公司
川A3L573 四川万汇鸣杨扬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川ATJ007 成都联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川ATR933 成都宏远运通实业有限公司
川AV67H4 上海华颂商旅汽车租赁服
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川A685N4 成都东业科级有限公司
川A46QU7 广东链链好车供应链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
川A48NU0 国邦（成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川A54Q0A 一汽惠迪汽车科级有限公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成都交警严查出租车、网约车乱停车上下客
这19辆车遭起了

北大学子弑母案
218天！案发

1380天！嫌犯被抓

2015年6月底
吴谢宇开始购买
刀具等物品

2015年7月11日
吴谢宇在福建家
中杀害了母亲谢
天琴

2015年10月
谢天琴所在年级
的年级主任收到
一封从上海寄出
的辞职表格

2015年12月底
吴谢宇最后一次
现身北大

2016年2月5日
前后
吴谢宇舅舅接到
吴谢宇发来的短
信，说他和母亲
要从美国波士顿
回来

2016年2月14日
案发，无人发现
谢天琴已死亡整
整218天

2019年4月21日
吴谢宇在重庆
江北机场被抓

在媒体报道中，被害人谢
天琴是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
属中学的历史老师，为人内向
友好，很疼爱学生。案发前几
年，谢天琴丈夫因病去世。

2014年，吴谢宇曾在一
个英语培训机构官网发布自
述文章，分享了他的GRE学
习经验，自称要出国留学，但
从2015年年中起渐渐失联。

作案后，谢天琴的亲戚们
陆续收到吴谢宇发来的短信，
称其要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做交换生，母亲一同前往陪
读。警方消息称，这期间吴谢
宇成功通过手机短信、QQ等
方式，向多位亲戚朋友借款
144万元。当月底，还有邻居称
见到吴谢宇，吴谢宇称说要去
美国读书，“回来办点事，妈妈
在北京。”一个月后，吴谢宇伪
造辞职信，向母亲所在单位提
出辞职。2015年10月，谢天琴
所在年级的年级主任收到一

封从上海寄出的辞职表格。辞
职被批准后，所有人都相信谢
天琴陪儿子去了美国。同月，
吴谢宇身份证登记信息出现
在福州某酒店。

2015年12月底，吴谢宇
最后一次现身北大，有北大
经济学院学生称曾见到他回
宿舍，向同学咨询补考事宜。

2016年2月5日前后，吴谢
宇舅舅接到吴谢宇发来的短
信，说他和母亲要从美国波士
顿回来，将于2月6日到达福建
莆田高铁站。次日，谢天琴家
人接站未果，拨打手机发短信
均无回应后，怀疑出事遂报
案。悬赏抓捕期间，河南商丘警
方曾于2016年5月19日协助发布
悬赏通告，称北大弑母案嫌疑人
吴谢宇可能潜逃至河南，凡提供
相关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吴
谢宇的，可获奖金5万元。

此后，网络上再无有关
吴谢宇的任何消息。

4月26日上午，记者从重
庆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政治处获
悉，4月21日晚，北大学子弑母
案犯罪嫌疑人吴谢宇在江北国
际机场出现，被机场公安民警抓
获。他身上带了30多张身份证，
通过网络购买，三年来一直在国
内活动。目前案件已经移交给福
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

从母亲谢天琴遇害至儿子
吴谢宇被公安机关抓获，已经过
去13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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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4日，福建省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教
师宿舍5座102单元内发现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该户主谢天琴
被杀害。经查，其儿子吴谢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畏罪潜逃

逃亡三年后，吴谢宇最终在
重庆江北机场落网，使得沉寂许
久的“北大学子弑母案”再次进入
公众视野。三年逃亡经历会对其
量刑有何影响？4月26日，记者就
此采访了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刘
昌松律师。他表示，从目前重庆警
方公布的落网细节来看，“吴谢宇
是被抓获归案的，而且长达三年
时间一直在外逃窜，这样不仅少
了自首的法定从宽情节，也说明
其认罪悔罪态度很不好，这在量
刑上是个酌定从重情节。”刘昌松
律师认为，考虑到该案情节十分
恶劣，社会影响很大，“从大众的
道德认知来说，杀害自己的母亲

天理不容。虽然司法解释称，家庭
邻里纠纷引发的命案一般不判处
死刑，但本案很可能不适用，因为
本案不是一般情形，最后被判其
极刑的可能性非常大。”

与此同时，他还提到，根据媒
体公开报道，吴谢宇在实施犯罪
前就已经通过网购购买了作案工
具，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他杀害
母亲一事是事先有预谋的，这一
点也会影响法院最终判决时的量
刑，“有预谋有计划杀人，相比临
时起意、激情杀人，主观恶性要大
得多，量刑上也应重一些。”

综合红星新闻、新京报、澎
湃新闻、北青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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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子弑母案：逃亡会致量刑从重

公开资料显示，吴谢宇，1994年生人，2009年以全校第一的高分
考入福州一中，2012年从福州一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
校期间曾多次获得奖学金。

六旬邻居：“那么好的小孩，变得这么坏，没有想到”

位于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
中学5号楼的102室就是三年前的
案发现场。4月26日，该栋楼一位年
过六旬的邻居向记者表示，得知吴
谢宇弑母案发生后，大家都很惊
讶，“那么好的小孩，变得这么坏，
没有想到，哪有儿子杀妈妈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建于
2000年左右的住宅楼墙皮已开
始脱落，从门口向上踩过十几个
台阶，就到了102室，墨绿色的房
间铁门紧锁，从外看与其他房间

无异。一楼的阳台处，还披着三
四张泛黄发霉的抹布。

从5号楼一楼可以看到《水
表抄表情况》，死者谢天琴依旧
被列为102室的权属人，从2015
年7月5日之后，水费实用量为

“0”。邻居介绍称，案发后，房屋
一直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过去
三年也没见大门打开过。

附近多位居民均表示，尚未
看到公安机关带着吴谢宇来到
这里指认现场。

高中同学：他很有主见不会被母亲控制

“我们以为他早已逃到了国
外。”于丽（化名）看到吴谢宇落
网的新闻后，仍然处在震惊当
中。她曾是吴谢宇的高中同学，
在吴谢宇弑母前三个月，吴谢宇
还主动在QQ上找于丽聊天。

2015年6月底，吴谢宇开始
购买了刀具等物品。同年7月11
日，吴谢宇在福建家中杀害了母
亲谢天琴。

看到媒体报道的吴谢宇弑母
时间线，于丽背后发凉，2015年3
月，她和吴谢宇还在QQ上聊天，
她向吴谢宇咨询美国留学GRE
考试的事情。谁知几个月后，吴谢
宇便在家中杀害了母亲。

于丽与吴谢宇关系不错，
2014年7月-8月，她还曾去北京找
吴谢宇玩儿。那一次见到吴谢宇，
于丽回忆，“和高中一模一样，可
能锻炼得更精瘦点，但发型和衣

服都还是高中时的样子。”
曾有不少网友揣测，吴谢宇

弑母是受不了母亲的强势控制，
于丽认为并不是这样，“他很有主
见，绝不是一个被母亲操控的人。”

于丽回忆，高中时，吴谢宇
曾以母亲为骄傲，“他妈妈是历
史老师，记得第一次提起的时候
他还蛮骄傲的。”

于丽回忆，吴谢宇是一个非
常自律的人，“他如果打算把重心
放在学习上，就绝对不会早恋。”

有网络传言吴谢宇是同性
恋者，于丽认为不可能。据她观
察，吴谢宇曾经暗恋过高中班上
的女生，“这个女生是个芭比娃
娃型的美女。”但整个高中阶段，
吴谢宇并没有谈过恋爱。于丽告
诉记者，直到大二去北京见吴谢
宇那次，他依然提到，自己还没
有女朋友。

杀母后分尸未果 案发已在218天后

据媒体报道，弑母悲剧
发生于2015年7月11日。福州
警方消息人士透露，吴谢宇
在作案前通过网络购买了刀
具、防水布、塑料布、隔离服、
医生护士服等，其中仅刀具
就购买了菜刀、手术刀、雕刻
刀及锯条多种。

据警方调查，2015年7月
12日至7月23日，吴谢宇又数
十次购买活性炭、塑料膜、壁

纸、真空压缩袋等。
据媒体报道，作案后，吴

谢宇曾想分尸，但未果。于
是，他封死了案发的教职工
宿舍，将母亲尸体放在床上，
用塑料包裹十余层，并在缝
隙中放入活性炭吸臭。此外，
他还在房间内安装了监控，
并且连接了电脑。直至2016
年2月14日案发，无人发现谢
天琴已死亡整整218天。

向亲戚朋友借款144万元 伪造母亲辞职信

4月25日，成都天府新区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3
亿美元5年期高等级无抵押定
息债券，票面利率4.65%。

市发改委分析，本次发行
债券亮点颇多，成都天投集团
是省内唯一一家公布双国际
评级的公司，均为投资级。本
次发行期限5年，是自2017年
以来四川省国有企业首单5年
期美元债券。发行票面利率为
4.65%，低于国内贷款基准利
率（4.75%）10BP，是2017年以

来四川省国有企业公开发行
成本最低的一笔美元债。这也
是天府新区在国际资本市场
发行的首单债券，实现了6倍
超额认购，充分体现了境外投
资者对天府新区及成都天投
集团的认可。

据悉，今年以来，成都企业
境外发债保持较好势头，包括
成都天投集团在内，共计3家企
业成功发行9亿美元债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3亿美元
天府新区发行国际资本市场首单债券

4月26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都江堰市获悉，
4月25日，都江堰市在北京与
中旅途易正式签订中旅途易
成都分公司暨西南地区结算
营销中心项目合作协议。通过
3年的努力，中旅途易西南地
区及营销中心项目即其西南
总部落户成都（都江堰）。都江
堰市也向深耕欧洲旅游市场

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都江堰市相关负责人表

示，都江堰市将充分利用途易
集团的市场渠道、行业平台、游
客集聚等优势，大力推进国际
高端旅游产品引入、国际游客
引入、国际旅游产业研究等工
作，助力成都“三城三都”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中旅途易西南总部正式落户都江堰

河南警方发布的悬赏通告

前不久的视觉中国黑洞
事件，正在让版权保护走出

“黑洞”。知识产权，不再只是
作家、科研工作者的“专利”，
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随手
拍下的一张图片也是知识产
权，它们同样被法律保护。

世界知识产权日的设立初
衷同样如此。4月26日是第19个
世界知识产权日，四川成都在
宽窄巷子东广场举行“全市
2019年知识产权宣传周·版权
宣传活动”。互动有奖竞猜、文
创美物集市、版权登记咨询、版
权主题宣讲、优质IP路演……
有关知识产权的活动吸引了众
多市民和游客的参与。

选在游客聚集的地标开
展文创宣传，成都也在传递一
种信号：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进程中，可以说抓好了版权就
抓好了创新，抓住了版权也就
抓住了产业链。对正在加快建
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城市来说，
知识产权将帮助这里打造优
渥的创新土壤。

究竟什么是知识产权？
四川省版权协会副理事长张
廷元现场用一大波案例生动
诠释。

四川夏致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是成都一家文创企业，而其
在全国推出的商品中，已经有
超过200个产品在各地的知识

产权局进行注册。“我们尊重别
人的产权，同时也要保障自己
辛苦设计的内容免受抄袭。”

活动现场还有一大波普
及知识产权知识的活动。

从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来
看，版权因创作而产生，涉及文
字、美术、音乐等诸多方面。

成都市版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3年来，成都的登记
总量达22.57万件，其中版权
产业收入对城市GDP增长的
平均贡献率超8%。

上述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成
都将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开展剑网专项行动，加大打
击侵权盗版力度，全力助推成
都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

活动现场，成都商报等40
家重点互联网企业和出版单
位代表签订了《禁止网络侵权
盗版行为承诺书》并获得“禁
止网络侵权盗版倡议单位”的
授牌，为保护版权、尊重原创
发声，政企携手助力成都建设
国际化营商环境。

展览区还设有优质版权
作品展示及版权登记受理点
位，让市民游客在游戏互动
中，深度参与版权活动，自发
宣传版权保护，完成版权知识
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版权产业对GDP贡献超8%
成都这样刷新版权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