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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拍卖公告
生活资讯、商务信息

优势广告平台
提示：
本专栏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在
任何网站发布广告代理事宜。

声明·公告
●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四川省核工业建筑机械研究
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5月15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四川省核工业建筑机械研究所

●刘辰茜遗失购买鑫苑鑫都汇
12-2-108的购房收据， 编号为
XY5536、XY5146、XY5145，金额
分 别 为 20000 元 、30000 元 、
3352780元，特此声明作废。

● 减资公告
经四川祥能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000097677893F）股东会决定 ：
四川祥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5050万元减少
至4950万元。 减少的100万元注
册资本中， 由股东吕庆华减少
100万元。 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
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
要求。

四川祥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成都博瑞星榜样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MA6CL4X8XX）经股
东会决议已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其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驰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以下收据：2016.11.01大丰
五 星 、2016.12.05 羊 西 五 星 、
2016.12.05 龙 泉 五 星 、2017. �
03.20建设路五星、2017.04.13万
年场五星、2017.08.18龙潭寺五
星、2017.09.16营门口五星，金额
均为贰千元。

●陈瑜(511324198908026118)户
主，购买南湖半岛商品房4栋1单
元802。契税收据遗失。
●邛崃市临邛街道一号冰站小吃
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编号
JY25101830024831）遗失作废。

●都江堰梧桐客栈营业执照
（工商注册号510181600229270）
副本遗失作废。
●龚静遗失位于眉山市彭山区
牧马镇莲花村恒大金碧天下13�

-2-2201购房收据 （编号：003��
3909金额31万元），遗失作废

房屋租售
●售独栋宜幼儿园13032828088

●四川川粮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楼三楼物业招租， 联系电
话：02886721848。

月球像葡萄干一样皱缩
导致月震频发

美国一项新研究说，月球可能像
“葡萄变成葡萄干”一样皱缩，在过去
数亿年间直径“瘦身”约50米，这种皱
缩导致浅层“月震”频发。

美国马里兰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
上发表了相关论文。据介绍，岩质天体
也会“热胀冷缩”，月球刚形成时内部
较热，随着内部变冷，它就像葡萄变成
葡萄干那样皱缩。但由于月壳不像葡
萄皮那么柔软，这种皱缩使得许多地
方出现破裂和断层，导致月震。

研究人员分析了美航天局2009年
发射的“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到的
3500多条“逆冲断层”影像，对比了
1969年到1977年间“阿波罗”登月任务
监测到的28次浅层月震数据，发现其
中至少8次月震是由月壳活动引发，而
非由小行星撞击或月球深层活动引
发。这些月震相当于地球上的2级到5
级地震。

地球对月球的潮汐力可能加重了
月壳的破裂情况。在这8次月震中，有6
次发生在月球位于或接近远地点时，
此时潮汐力的影响最大。这使得月壳
上一些地方更容易出现破裂和断层。

研究还表明，月球的皱缩可能仍
在持续。 （新华社）

沙特官员14日说，利雅得
地区多处石油设施当天遭遇袭
击，其中至少一起由装载炸药
的无人驾驶飞行器施行。

当天早些时候，也门反政
府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境内
的“关键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
击。这一什叶派武装先前多次
宣称袭击沙特境内目标。

沙特石油大臣哈立德·法
利赫告诉官方媒体，沙特阿美
公司在利雅得地区的多处石油
设施14日早晨遭到破坏，一条
输油管道的泵油站遭到无人机
攻击。这条管道连接沙特东部
省和红海港口延布。

法利赫说，泵油站遇袭后
起火，大火后来被扑灭。沙特阿
美公司一度停止管道输油，核
查损失后着手恢复运行。

沙特安全部门官员说，利
雅得地区杜达米和阿菲夫的两
处石油设施同一时段遭遇袭
击。暂时不清楚具体受损程度，
沙特官员声称石油设施遭到

“有限打击”。
法利赫把这些事件定性为

“恐怖主义活动”，同时提及两
天前发生的油轮遇袭事件。他

说，有必要揪出“类似破坏举动
背后的恐怖组织”。他没有指认
嫌疑方。

一名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4
日早些时候告诉马西拉电视
台，胡塞武装向沙特境内“关键
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这名
官员没有披露更多详情。马西
拉电视台由胡塞武装掌控，是
它的主要发声渠道。

这并非这一组织首次认领
沙特境内袭击。胡塞武装先前
多次向沙特境内发射迫击炮、
火箭弹、导弹，发动无人机袭
击，目标包括石油设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2日
说，4艘商船当天在阿联酋附
近海域“遭蓄意破坏”；沙特政
府13日说，其中两艘是沙特油
轮。美国驻沙特大使约翰·阿比
扎伊德14日说，一旦确认袭击
沙特油轮的黑手，美国必须严
惩肇事方。这起事件恰逢美国
与伊朗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因
而备受各方关注。伊朗外交部
长扎里夫14日说，发生在阿曼
湾的商船遇袭事件“可疑”，这
类 事 件 在 伊 方 预 料 之 中 。
（本组稿件图文均据新华社）

沙特石油设施遇袭
也门胡塞武装干的？

初步内审结果流出：
FAA对737 MAX审查监管不力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初步调查的
结果表明，FAA未能认识到波音公司
737 MAX客机上MCAS的严重安全风
险。在FAA对737 MAX进行认证过程
中，波音公司并未将MCAS列为可能导
致灾难性事件的系统，因为这样会导致
更严格的审查。初步调查结果还指出，
在飞机的认证过程中，FAA高级官员未
参与或监督737 MAX飞行控制系统的
重要评估过程。FAA的工程师和中层管
理人员按波音的早期安全等级，允许波
音公司专家在有限的机构监督下对飞
机潜在危险进行风险分析。

据知情人士透露，调查确认，波音
公司的员工曾作为指定机构代表，并在
最终设计上签字。

《华尔街日报》指出，多年来，FAA
越来越依赖所谓的授权代表机构为其
行事，目的是释放政府资源，将重点放
在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安全事务上。

向《华尔街日报》透露这份内部报
告的人士并未具体说明，波音在审批过
程中与FAA共享了哪些信息和安全数
据，而这正是目前各种调查的主要焦

点。据航空业官员、飞行员工会和其他
跟踪调查的人士指出，另一个聚焦的问
题是，FAA官员是否亲自对MCAS最初
的安全等级进行了评估。

知情人士称，在3月进行的行政审查
过程中，FAA未发现波音公司有任何藐
视审查规则的行为，也没故意向FAA提
供错误数据的行为。目前仍不清楚，FAA
采取了哪些正式程序来进行独立评估，
而不是依赖于波音公司的初步认定结
果，即MCAS对飞行安全不是至关重要
的，因此不值得FAA进行严密审查。

狮航失事后，波音承认MCAS或
有设计缺陷却拒绝解决

波音公司设计的MCAS依靠一个传
感器来验证飞机机头角度的数据。调查
人员表示，在两起事故中，来自单个传感
器的错误数据导致MCAS强烈向下推机
头，最终导致飞机俯冲坠毁。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的消息，波音在最初对MCAS的分析
中，考虑了单个传感器可能产生错误数
据的可能性。但该公司人员称，波音最
终认定，不需要双传感器，因为训练有
素的飞行员会知道使用既定的驾驶舱
程序来关闭MCAS。

波音公司对MCAS的描述是在去
年10月印尼狮航空难后，在与美国航空
公司飞行员工会的谈判中提出的。与波
音早些时候的立场，即MCAS对安全没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波音副总裁迈克辛尼特在向飞行员解
释为何不应急于修复软件时，将其描述
为飞行关键软件。

据《纽约时报》5月14日报道，这次
谈判发生在去年11月27日，也就是印尼
狮航空难的几周后。美国航空公司的飞
行员向波音高管施压，要求他们尽快修
复漏洞。在一次闭门会议中，他们甚至
提出，波音应该敦促有关部门采取紧急
措施。然而，波音的高管们拒绝了。他们
不想急于解决问题，并坚称飞行员能处
理好这一问题。辛尼特在会议中承认，
公司正在评估飞机的潜在设计缺陷，包
括新的自动防失速系统。但他不愿采取
更激进的措施，称尚不清楚新系统是否
是导致印尼狮航空难的罪魁祸首。

谈判结束不到四个月后，埃航的一
架波音737 MAX坠毁，机上157人全部
遇难。调查人员在追究两起空难原因
时，集中瞄准了MCAS。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徐缓
翟佳琦 编译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推
测，伊朗与美国不会爆发战争。

“我们和他们都不希望打
仗，”哈梅内伊说，“他们（美方）明
白，战争对他们没有好处。”

他说，双方正“较量意志”，伊
方将继续“抵抗”，最终令美方退
却。

美国政府去年退出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并对伊方“极限施
压”，施行广泛和严厉制裁，把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
织”，要求伊方就核、导弹和地区
安全等事项满足美方条件。

伊方强硬应对，拒绝与美方

重新谈判，把辖区包括中东的美
军中央司令部及下属部队列为

“恐怖组织”，警告将停止执行核
协议部分内容、恢复更高丰度铀
浓缩活动。

哈梅内伊谴责美方撕毁协
议，说与美方谈判如同服“毒药”，
与特朗普政府谈判“毒性更大”。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
德·塔赫特·拉万齐14日告诉美国
有限电视新闻网，美方正在打“心
理战”。

《纽约时报》报道，一些美国
官员对可能派遣12万美军前往中
东的方案感到“震惊”；一些力主

以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的美方
高级官员认为这一方案是“威吓
战术”，旨在警告伊方不要再作挑
衅。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
多国联军英国籍将军克里斯·吉
卡14日说，联军方面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没有发现来自“受伊朗支
持武装力量”的威胁增加。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
尔·厄本稍后说，依据美国和盟友所
获情报，伊朗支持的武装力量在中
东地区构成“可信的威胁”，对驻伊拉
克美军的威胁“可能迫在眉睫”，美军
及联军已经加强戒备。

特朗普：
暂不打算
与伊朗开战
伊朗最高领袖同日说：

美国和伊朗“都不想打仗”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美俄互动会否影响中俄关系？
我外交部：并不担心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5日在回应有
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俄的问题时表
示，对于美俄互动是否会影响中俄关
系，中方并不担心。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蓬
佩奥刚刚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访问
期间美俄都表达了改善双边关系的积
极意愿。美方称美俄并非在所有问题
上都是对手。中方对俄美这一最新互
动有何评论？是否担心这可能会影响
中俄关系？

耿爽说，美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和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
国。中方乐见美俄加强沟通对话、改善
关系，相信这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有利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各种全
球性挑战。 （新华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4日否认白宫正考虑
派遣多至12万美军对伊朗动武，但不排除派遣大军
的可能性。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都不想打仗”。

美国的欧洲盟友呼吁美伊双方冷静。
此外，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15日说，美国国务院已

下令驻伊拉克大使馆和驻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城市埃
尔比勒领事馆的美方非紧急工作人员撤离伊拉克。

特朗普14日回应美国《纽约
时报》一篇报道：“这是假新闻。我
会那样做吗？当然会。但是，我们
还没有制订那样的计划。希望我
们不会被迫那样做。如果做了，我
们会派比那（12万）多得多的部
队。”

《纽约时报》前一天以一些不
愿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为消息源
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
克·沙纳汉9日在白宫一场安全会
议上提交针对伊朗的更新预案，

如果伊方袭击美军或加速研制核
武器，美方可能在中东部署多至
12万军人。

与会官员除沙纳汉，还包括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
尔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约瑟夫·邓福德、中央情报局局
长和国家情报总监。报道说，不
清楚特朗普是否了解这一预案
的细节。

美国国务蓬佩奥14日否认美
方打算主动对伊朗开战。蓬佩奥

在俄罗斯索契与俄罗斯外交部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会晤后在联合
记者会上说，美方不寻求与伊朗
开战，不过，“如果美国利益受到
攻击，我们必将采取相应措施”。

拉夫罗夫说，蓬佩奥向他澄
清，派遣12万美军是“谣言”。

博尔顿5日宣布，美方向中东
派遣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一支
轰炸机特遣队；五角大楼10日说，
将追加部署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
套导弹防御系统。

““我们还没有制订那样的计划我们还没有制订那样的计划””暂
无
打

算算

““我们和他们都不希望打仗我们和他们都不希望打仗””求
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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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联手 对抗腿部“定时炸弹”

好消息！5月18日是全国血管健康
日，当天，将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杨博华教授联合
四川血管外科大咖，共同讲解血管健
康防治知识，并进行血管疾病的会诊
活动！会诊名额仅限50名！现在即可预
约，预约热线：028-69982575。

关注静脉曲张 远离“老烂腿”

在血管疾病中，下肢静脉曲张是
最为常见的一种，下肢静脉曲张是由
于静脉腔内压力过高，超过了静脉壁
的承受力所导致。之所以会出现下肢
静脉曲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先天
性静脉壁薄弱和静脉瓣膜功能不全，
这类原因多与家族遗传有关；二是因
为下肢静脉压力增加所致，这和我们
的年龄增长、长期站立或久坐、怀孕有
着密切的联系。

静脉曲张高发人群

在中国，每年约有1亿人患静脉
曲张，教师、司机、厨师，甚至是办公
室人员都是静脉曲张的高发人群，
因为从事的工作都需要长期站立，
或久坐，这样的行为很容易诱发静
脉曲张。

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静脉曲张，5
月17日～18日，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杨博华教授将携手
成都静脉曲张大咖医生胡小兰主任共
同进行血管疾病会诊。名额仅限50名！
预约热线：028-69982575。

静脉曲张不能忽视
京川大咖医生联合会诊
对抗腿部“定时炸弹”

波音4月零订单
波音737 MAX初步内审结果流出：

美航空局 审查监管不力
据《华尔街日报》5月14日报道，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的

一项内部审查初步确定，FAA高级官员没参与或监督对波音
737 MAX客机飞行控制系统的重要安全评估，这一失职行为
或是两起坠机事故的罪魁祸首。据悉，这一初步结论，可能会在
当地时间15日众议院交通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公布，并进行
讨论。这是对MAX特有的自动防失速系统：机动特性增强系统
(MCAS)的首次官方调查结果的一部分。

另据CNN报道，波音公司在今年4月未收到任何新客机的
订单——这意味着，除两次空难的涉事客机737 MAX之外，波
音公司的其他几款热门机型787梦想客机和777等也无人问津。

5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 5月14日，在伊朗德黑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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