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生搬家途中跳车
家属质疑司机多次偏航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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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国

槐街698号5栋1层284号、294
号、298号、6栋1层314号、7栋1
层664号共315.2平方米的商业
物业进行招租， 本次招租标的
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
http://www.cdggzy.com

招租公告
成都城投地产有限公司位

于成都市成华区长融东二路3
号附2号房屋，出租面积1151.94
平方米。 现面向社会整体公开
招租， 有意者请前往成都市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报名竞
租。一、招租人：成都城投地产
有限公司。二、报名须知详见网
址： www.cdggzy.com。三、报

名地点： 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
大道北段966号天府国际金融
中心7号楼)。四、报名及竞价咨
询 电 话 ：028 -85987887/
85987889

声明·公告
●青羊区菲悦通信器材经营部
（陈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1324197809121932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中保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2M
A62NQDL0X）经股东会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贰仟万元减
少到人民币壹仟万元， 请公司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林静身份证5101051983021
73761于2021年2月21日遗失。

函 告
成都洪德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请贵公司于接到本函告登
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解除
2000年2月10日与我组签订的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并
结清从欠费之日起到结清之日
止的费用及利息，否则我组保留
向贵公司进一步追偿的权利。

成都市龙泉驿区东安街道
聚和社区第六居民小组

2021年2月22日
●四川四季有道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魏祥花法人章编号：51010
55177248遗失作废。
●成都则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原法人郭理君法人章编号：51
01095048141遗失作废。
●成都斯普盾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0
8897900）遗失作废。

●成都喜闻乐见互动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9508196
3遗失作废。
●四川冗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杨皓法人章编号 ：5101075211
079，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
211078遗失作废。
●成都旅汽客运汽车站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原法人周开平法人
章 （印章编码：510100829807
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威力保生物技术成都有限公
司法人章陳雄江上网编号：510
1008170540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四川省减灾救灾协会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15100005228
073893） 经上级主管部门批
准，决定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武阳大道三段201号申报债
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什邡市祥宇航天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82
MA6235FY37) 经股东会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叁仟万元减
少到人民币伍佰万元, 请债权人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提出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成都宏达广朋园林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235026694已找回
●四川赛科消防电子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袁大奎法人章（编号51
01003024077）、财务专用章（编
号5101080010717）遗失作废。
●成都荣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武侯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7000093708）
遗失作废。
●成都荣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武侯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
101008058384闫荣富负责人章
编号5101008058386遗失作废

●中蓉国际建设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10088560
501，账号：200003599300001
9，开户银行：四川天府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眉山市彭山区蓬勃家具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1422900062
9遗失作废。
●成都九凌新势力广告有限公
司袁旭光法人章编号：510109
5219603，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95219601均遗失作废。
●四川省万众和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原法人李万全法人章销毁
证明 （章号：5101008787057）
原件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沈阳森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丁熙负责人章编
号：5101075374791， 原公章编
号：5101075374788遗失作废。

●成都盛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梁永忠法人章（编号：
5101003016658）遗失作废。
●四川成信宏企业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954
62279）， 何佳林法人章 （编
号 ：5101095462282）， 财 务
专用章 （编号：510109546228
0）均遗失作废。
●四川省柏乐佳伦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95202578）遗失作废。
●四川华恒智远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955
55026）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攀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062429937H） 副本、
财务章 （编号 ：51010089233
83）、 发票章 （编号 ：510108
524104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盎彻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754719
96）遗失作废。
●成都鑫富泰建材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7553
5536）遗失作废。
●四川省凤杰食品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2081900
2455）遗失作废。
●四川智正行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8324470遗失作废
●四川辣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5101075223275、 财务章
5101075223276、 发票章51010
75272083、 夏春明法人章5101
075398629均遗失作废。
●成都鼎睿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法人章（姓名：林少
鸣； 编号 ：5101245173731）遗
失作废。

●少年老城教育科技 （成都）
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8
5292443）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欧喷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罗兴义其它类型印章 （编号：
5101225055264）遗失作废。
●四川凯峰锦业建筑有限公
司，陈刚银行预留的私人监章，
遗失作废。
●四川赛科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2450
21548）遗失作废。

台风“杜鹃”登陆菲律宾
超5万人受灾

菲律宾气象局22日表示，今年第
1 号台风“杜鹃”当天登陆菲律宾，给
该国多地带来大风和降雨，目前已有
5万多人受灾。

菲律宾气象局说，台风“杜鹃”于
当地时间22日上午9时左右在菲中部
登陆，之后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
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同时强度逐渐减
弱，目前已减弱为热带低压。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当
天发布的数据，截至目前已有5.3万人
因“杜鹃”受灾，其中4.9万人已被转移
到临时避难所。此外，由于“杜鹃”给菲
律宾多地带来大风和降雨，菲中部和
南部有 179 座房屋部分或全部毁损，
另有多处道路和桥梁被雨水冲垮。

菲律宾国内目前尚无因“杜鹃”造
成人员伤亡的报告。 （新华社）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客机20日从科罗拉多州首
府丹佛国际机场起飞后，飞机右发
动机外壳脱离爆炸起火。随后，飞
机紧急返航并顺利着陆。美联航表
示，该航班上共有 241 人，包括 10
名机组人员。对此，波音公司 21 日
发表声明，建议暂停部分波音 777
客机运营。

无独有偶，据今日俄罗斯（RT）
报 道 ，同 一 天 ，荷 兰 一 架 波 音
747-400货机起飞后不久发动机起
火，金属碎片掉落至附近城镇，导致
2人受伤。荷兰方面正在对这起事故
展开调查。

另 据 美 国 联 邦 航 空 管 理 局
（FAA）消息，出事客机的发动机
是 普 拉 特·惠 特 尼 公 司（Pratt &
Whitney Group，简 称 普 惠 公 司）
研制生产的 PW4000，该系列发动
机仅用于波音 777 客机。当地时间
2 月 21 日，FAA 已下令，对所有使
用该发动机的波音 777 飞机进行

“即刻或加强检查”。美国和日本
几家航司也已先后宣布停飞相应
机型。

亲眼目睹发动机喷吐火焰
“一场毕生难忘的巨大惊吓”

据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报道，特拉维斯·卢克是出
事那架 777-200 客机上的一名乘
客。他告诉 CNN，飞机起飞后大约
20分钟，他听到了一声巨响。“很多
人都看不见那一侧引擎。我能看见，
知道那不是正常状况，所以更是吓
坏了。”卢克回忆道。当鲍勃·布朗听

到爆炸声的时候，他向窗外看去，发
现爆炸的发动机喷吐火焰，飞机零
件随之片片掉落。

而数千英尺下的丹佛郊区，当
地居民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抬头便
看到无数碎片正从天而降，慌忙四
散躲避。CNN 等多家美媒描述称，
这些碎片“如雨点般”洒落在丹佛市
郊区的足球场、庭院中，并险些击中
一座民宅。

爆炸发生后，飞行员发起求救

呼叫，并随即返航，最终成功将其降
落。但经历这一切的乘客，无疑都遭
受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巨大惊吓。

美国FAA启动调查
美日两国航司已停飞相关机型

CNN航空和运输分析师、前美
国联邦运输部监察长玛丽·夏沃
（Mary Schiavo），将丹佛上空那场
“惊魂一刻”的原因，描述为“不可控
发动机故障”。

而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航
空安全专家们认为，此次美联航这
架机龄 26 年的客机看起来出现了

“灾难性的发动机故障”。据专家们
分析，这类事故通常是发动机内巨
大的扇叶发生故障，并且冲破了控
制其破坏程度的保护套。

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消息，出事客机的发动机是普惠公
司研制生产的PW4000，该系列发动
机仅用于波音 777 客机。FAA 此前
已经下令“加大”对这款涡扇发动机
独特的空心风扇叶片的检查力度。

波音公司表示，在FAA找到“合
适的检查方案”之前，所有由普惠这
一系列发动机驱动的777客机都应
停飞。

美国唯一一家使用该涡扇发动
机的航空公司正是联合航空公司。
当地时间 21 日，美联航表示，将自
愿从其时刻安排中临时撤换 24 架
现役的波音777飞机。

21日，日本国土交通省也下达指
示，将装载有 PW4000 发动机的 13
架日本航空和19架全日空飞机停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美国得州天价电费
遭舆论炮轰

过去一周，美国南部和中部地区
遭遇寒潮，得克萨斯州受灾尤为严重，
当地居民经历断电停水、道路冰封等
困境，如今又遇到一大新麻烦：天价电
费账单陆续寄到他们手中，动辄数千
美元，有的高达上万美元。

不少得州居民收到电费账单后傻
眼，将账单拍照晒到互联网上，引发关
注。一张照片显示，一名居民5天电费
合计5000美元。另一名居民的电费账
单高达16752美元。

美国本土48个州中，得州是唯一
一个拥有独立电网的州，得州电网以
自由多、监管少为傲。然而，在遭遇极
端天气时，得州电网也难以获得外援，
从其他电网“借电”。

得州电力企业众多，居民可自由选
择从哪家电企购电，购电套餐五花八
门。例如，一些套餐为梯度计价，居民平
时买电花费较低，可一旦遇到罕见寒
潮，用电量增加，电费就会高得吓人。

不少得州电企的电价与需求挂钩，
当居民用电需求激增，电价相应暴涨。

面对舆论炮轰，州长格雷格·阿伯
特20日召集州议员紧急开会，商议对
策。阿伯特21日宣布，得州电力监管部
门将暂时禁止电企给居民寄账单，并
禁止电企以居民没交电费为由断电。

得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下令
对电企的定价机制、应急预案和停电
计划等展开调查。

至于天价电费该由谁掏钱，阿伯
特表示州议会需要“研究研究”。

得州最大城市休斯敦市长西尔维
斯特·特纳 21 日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天价电费应该由州政府埋单。沃思堡
市长贝齐·普赖斯认为，除了州政府，
联邦政府也应该掏一部分钱。

得州民众因寒潮停水断电时，得
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
携家人 17 日前往墨西哥度假，招致
批评。克鲁兹被迫缩短行程，18 日飞
回得州。他随后就天价电费一事表
态：“这事不对！电企不能发灾难财，
得州人不应该被电费暴涨敲竹杠。”

（新华社）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逼近50万
福奇警告：明年才能摘口罩！

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21
日说，尽管美国今年年底可能很大程
度上恢复“正常”，口罩恐怕要戴到明
年。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
天发布的统计数据，美国累计新冠死
亡病例已接近50万。福奇当天接受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采访，被问到
美国人是否到2022年仍需戴口罩时，
福奇回答说，“恐怕是这样”。

福奇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
目采访时说，虽然近期美国疫情趋缓
是非常棒的情况，但是“感染水平仍很
高，需要把基线真真正正降低才能认
为我们摆脱了困境”。福奇说，他无法
预测美国何时能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
状态，但“进入秋冬季后，到年底，会在
一定程度上接近恢复正常”。

美国疫情近日趋缓，美流行病学
专家认为其原因有二：新政府强化口
罩令、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产生
一定效果；美国新冠疫苗接种量增加，
在民众中建立起一定的免疫保护力。

（新华社）

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仅一年
多的小莎，在过年前的搬家过程
中“跳车”去世，这毫无疑问是一
个让家人极度悲伤的事。之所以

“跳车”要打引号，是因为目前连
这个细节其实都不能完全坐实。
因为小莎去世前到底经历了什
么，眼下仍是一个谜团。

如家属所质疑的，此事的
确蹊跷重重。据报道，小莎家属
表示，“（协商）会上我们才知道
涉事司机在笔录中承认了三次
偏航，而他们公司还是坚持说
是自杀，说自己没有任何责任，
直到现在司机和公司都没人来
慰问过家属”。那么，事发前司
机为何要“偏航”？货拉拉有没
有对司机进行相关的安全审
核？而小莎弟弟还强调，司机的
笔录说是“自己跳窗”，为什么
跳窗是后脑勺先着地？

目前，这些只是家属基于
常识提出的疑问，都还未有定
论。哪怕是广为传播的“三次偏
航”细节，以及受到质疑的“司
机偏航到偏僻路段”等，也都尚
未获得权威确证。这些都需要
在事故调查中进行重点核实。

据了解，事发后司机已经
被控制。因证据不足，涉事司机
三天后被警方释放，目前警方
还在补充调查中。

由于极度反常，此事在网
络上没有意外地引发了诸多猜
想。应该说，面对反常之事，人
们急于寻找解释，这完全是正
常的反应，但要提醒的是，真相

未浮现前，任何判断和指责都
应该慎重。当然，这也要求相关
方面加快调查和处理，让真相
及早代替猜测。事发至今已经
过去了半个月，家属和舆论都
需要尽快获得一个说法。

目前有一点基本可以确
定的是，此事或许暴露了货拉
拉等货运类网约车平台可能
存在的安全漏洞。死者家属
称，“我们想看看车上或者货
拉拉 App 上有没有录音和录
像等资料来还原真相，货拉拉
工作人员却说车内无任何录
音录像设备、货拉拉 App 也没
有录音录像功能。”如果这类
情况属实，那么，在滴滴等网
约车 App 已经有了全程录音
录像甚至报警功能的今天，货
拉拉等货运类网约车 App 是
否也应该有同等的安全技术
保障？至少就此事来看，如果
有相关录音功能，事后的调查
处置应该会更为简单。

不能因为一起事故就完全
对一个平台的表现上纲上线，
这是有过前车之鉴的。但是，出
了如此大的事故，确实考验平
台的处置诚意和能力。就个案
来看，不放过任何一个责任方，
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当是最基
本的处置原则。而置于当前货
运网约平台的规范运行来看，
它的确应该促成一些实质性的
改变和改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
评论员 朱昌俊

2月21日晚上，货拉拉发表声明称，
对这一事件表示悲痛和遗憾。据介绍，目
前警方对该事件的调查仍在持续，尚未
形成定性结论。

对此，货拉拉在声明中介绍：2 月 6
日，长沙用户车女士在货拉拉平台预约
搬家订单，在当晚跟车搬家途中跳车，该
订单服务司机周某立即拨打120送医，后
车女士因医治无效去世。

货拉拉表示，2月8日从警方获悉事
件后，货拉拉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处理小
组，即刻配合警方提供所需的一切订单
资料，并于2月9日抵达长沙与家属取得
联系，表达深切歉意和负责到底的态度。

货拉拉称，在警方安排下，货拉拉于
2月11日与家属就善后事宜展开第一次
商谈，但遗憾未能达成一致，由于当日为
除夕，在警方建议并取得家属同意的情
况下，双方约定在春节假期后继续商谈。

货拉拉声明，2月18日假期结束后，
专项小组立即开展工作，并多次联系车
女士的家属表达积极处理善后的意愿，

于2月20日获得家属的回应。目前，货拉
拉正积极与家属约定商谈善后的时间。

货拉拉还在声明中表示，将全力配
合警方工作，对于在该事件中平台应当
承担的责任，货拉拉绝不会逃避。

此外，据媒体 2020 年 12 月消息，货
拉拉正在寻求新一轮融资，估值为80亿
美元，希望至少筹集5亿美元，也可能会
根据投资者需求筹集更多资金。资料显
示，2020年8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苏州
高新区·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显示，
货拉拉估值为70亿人民币（约合11亿美
元）。半年时间，货拉拉估值暴涨8倍。

据央广网报道，黑猫投诉平台显示，
涉及货拉拉相关投诉超3000条，投诉者
既包括普通用户，也包括货拉拉平台司
机，问题涉及损坏物品赔偿、额外收费、
平台扣分审核等。同时，天眼查平台显示，
2019年9月至今，货拉拉多次遭遇行政处
罚。2019年以来先后7次被处罚，合计被罚
款54万元。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沈
杏怡 综合南方都市报、澎湃新闻

波音777普惠发动机空中爆炸起火
美日多家航司停飞相关机型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

23岁女生搬家途中跳车身亡
家属：司机为何多次偏航？

警方尚未形成定性结论 货拉拉承认APP无录音录像功能

湖南长沙23岁
女生车莎莎于2月
6日晚9点，在搬家
途中从货拉拉面包
车的副驾驶跳窗，后
经抢救无效不幸离
世。其家属透露，事
后家属发现，在不到
10公里的路程中，
面包车曾三次发生
偏航。此事件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

2 月 21 日晚，
针对此事，货拉拉发
表声明称，对这一事
件表示悲痛和遗憾。
据介绍，目前警方对
该事件的调查仍在
持续，尚未形成定性
结论。

死者家属21日
晚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目
前家属方面尚未明
确被告知警方是否
就此事立案。“我们
想知道，事发那晚
车上到底发生了什
么事。”

22日，长沙市
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政工室工作人员回
应红星新闻称，目前
此事警方仍在处理
当中，具体情况不便
透露。

据家属提供的事发当晚的货拉拉订
单截图，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看到，
车莎莎呼叫的是一辆车牌号为湘 A·
DA6XXX的面包车，订单显示司机将于
事发当晚（2月6日）20：30准时到达。

家属透露，车莎莎当天呼叫货拉拉
从天一美庭搬家到梅溪湖步步高公寓，

“不到10公里的车程。”事后家属查看车
莎莎手机显示，2月6日晚上9点17分车
莎莎上车，9点24分她仍在工作群里与同
事互动。9点30分，车子开到曲苑路时，
货拉拉司机拨打了120和110，“司机说因
为面包车三次偏航，（车莎莎）在岳麓区
曲苑路跳车窗了。”待120赶到时，车莎莎
已昏迷。经过几次手术，仍无好转，2月10

日车莎莎经抢救无效离世。
根据家属提供的订单截图显示，平

台导航推荐的路线为沿西二环至枫林
路，但家属称当晚司机实际选择的路线
是岳麓大道至下旺龙路，期间多次偏航。
据居住在当地的微博网友称，司机选择
的路段灯光照明很差。

司机为何多次偏航？在偏航期间到
底发生了什么？货拉拉方面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货拉拉
APP司机端没有录音录像相关功能及措
施。据报道，关于偏航及事件原因，在11
日协商会上家属称得到的司机方解释
是：司机因不懂导航操作致使偏航，三次
偏航后女子选择跳车。

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处理小组
正积极与家属约定商谈善后时间

货拉拉回应

“23岁女生乘货拉拉跳窗身亡”

尽快让真相代替猜测

燃烧中的发动机 险些砸中民宅的发动机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