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事客机机身被阻燃剂覆盖。 新华社/美联出事客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迫降。 新华社发（谢尔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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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日报社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社现公开招聘新媒体美术编辑，

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职数：海南日报社新媒体美术编辑2名。
二、职位素质要求：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新闻事

业。品行端正，遵纪守法，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事业
心和责任感强；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工作严谨有责任心;年龄
3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3.熟悉报纸、网站和客户端美术编辑和
工作流程。4.熟练使用方正飞腾、Indesign、Photoshop、AI
(Adobe illustrator)等各种设计软件进行排版以及平面设计；5.
熟练运用第三方平台进行H5设计及制作。6.具备良好的设计感
觉和丰富的表现技巧，能够按时独立完成设计工作。7.有高度的
责任心和团队合作敬业精神，良好的沟通能力、领悟能力。8.手

绘能力强，能独立完成一些新闻漫画者优先。9.思想进步，身体
健康，吃苦耐劳，无违法违纪行为；

三、报名方式。1.请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
栏，下载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
hndailyjob@163.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
校）。报名时请附上个人相关证书、证件及作品等。截止时间5
月18日。

四、录用程序。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复试、审批及签约
等程序，择优聘用。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人事处
联系电话：（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社
2019年4月30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已于2019 年5月6日

18:00－7日 06:00对VOLTE(高清语音)系统进行优化。

届时，VOLTE(高清语音)业务（包括开户、销户、新功能受

理、变更等）将不能办理，但不影响VOLTE(高清语音)用户

的正常通信业务。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七日

公 告
各种植户：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腰果场（以下简称腰果场）依法

享有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东至冲坡镇田叹村；南至腰果场原规
划的3号公路；西至抱一村土地；北至黄东村腰果场、孔汶村、东孔村土
地21406亩农业用地使用权，证号：黄流集农（1999）字第141号。海
南福园实业公司（以下简称福园公司）依法享有腰果场经营管理权。上
述21406亩土地中部分被私自非法占地、种植经济作物，现腰果场及福
园公司郑重告知各种植户：1、你们私自占地种植的行为未经腰果场及
福园公司同意，已构成严重侵权；2、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7日内请与本
公司联系，说明占地情况或补签租赁合同等；3、如逾期不联系的，我们
将采取法律途径处理，届时除因占地给我方造成的损失，以及诉讼费、
律师费等均由侵权人承担。联系电话：13876235188 66239169

此致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腰果场

海南福园实业公司
2019年5月7日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63

亩，厂房10000平方米，其他建筑1500平方米。

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有意者请联系报名。

联系电话：刘小姐 66810879

13976703779

李先生 17733151699

经双方友好协商，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海口分

公司与艾泽春（身份证号：510214198102181216）于2019

年4月30日正式终止《搅拌车委托运营合同》。在此郑重

申明，双方在履行合同期间车队所产生的一切应支付费

用、法律纠纷及法律后果均由艾泽春承担，与海南瑞泽双

林建材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无关。

特此公告

公 告

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二0一九年五月七日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赵宏伟与被执行人蒙亚兴，冯美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3 6 2号民事调解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
冯美云名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东一路9号海阔天空国瑞
城（爵士苑）1#住宅楼6层1-602房(不动产权证书号：（2018）海
口市不动产权第0068451号）。因被执行人蒙亚兴、冯美云未主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拟对该查封房产进行处
置。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联系人：宋岩 联系电话：0898-68617522，本院地址：海口
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9年4月18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749号

拍卖公告
黑龙江省旭升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19年5月

23日14时在中拍网（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网
络竞价拍卖：海南省陵水县黎安零公里以北海岸线悦海路2
路B40合景.汀澜海岸A1型低层住宅B40栋1-2层，参考建
筑面积210.96m2，参考价651.7万元。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
地展样，欲参加竞买者请于5月22日15时前持有效证件及竞
买保证金100万元（以资金到账为准）到哈尔滨市香坊区华山
路10号万达商务4号楼307室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本次拍卖标的自由竞价时间为2分钟，限时竞价时间为2分钟）

详情请登录：www.xspm.cn
咨询电话：15004620022 18045008956

黑龙江省旭升拍卖有限公司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23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23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分别于2019年6月2日10时至2019年6月3日
10时止；2019年6月10日10时至2019年6月11日10时止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①文昌市会文镇
冠南圩老街231.0m2住宅用地及地上438.62m2建筑物；②文昌市
会文镇冠南圩新横街149.1m2住宅用地及地上573.68m2建筑物，
起拍价：①150.98万元、②138.21万元；竞买保证金：①30.19万

元、②27.64万元。
咨询时间：自2019年5月6日起至2019年5月10日16时止

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自行前往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6月2日10时、2019年6月10日10

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

家规定承担，土地出让金由买受人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
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
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90507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9年5月17日15：00在三亚市公开拍卖：车
牌号琼B92775等3辆机动车（详见我司网站）；竞买保证金：5000元/
辆。展示时间：5月15日至16日。展示地点：三亚市金鸡岭路196号
中国民用航空三亚空中交通管理站。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
2019年5月16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户（户名：海南
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
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间：5月
17日10:30-12:00；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汇款凭证及
海南省小客车指标证明文件。报名及拍卖地点：三亚市金鸡岭路196
号中国民用航空三亚空中交通管理站七楼会议室。特别说明：竞买
人须依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指
标证明文件。网址：www.hntianyue.com；电话：15607579889；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5月09日

和10日00:00－04:00分别对3G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

时，系统优化地区的3G用户无线上网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

响。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七日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5日电（记者
栾海）俄罗斯官方机构5日表示，当天在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迫降后烧毁的客
机共载有78人，其中41人遇难，37人生
还。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证实，事发客机
上没有中国公民。

这是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23年来首
次发生致命空难。事发后，俄罗斯总统普
京、总理梅德韦杰夫立即做出指示，要求
对事故原因展开彻底调查。

据俄媒体报道，5名机组人员中有4
人幸免于难，其中包括机长。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5日发布新
闻公报说，该机构已向谢列梅捷沃机场派
遣刑侦人员调查事故原因，并向伤者、目
击者、机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分析引发

事故的各种因素。联邦侦查委员会将在
全面研究所有证据后发布调查结论。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日17
时50分，这架隶属于俄罗斯国际航空公
司的苏霍伊超级100型客机从谢列梅捷
沃机场起飞，前往俄西北部城市摩尔曼斯
克。起飞后不久，飞机驾驶员向起飞机场
地面空管人员请求迫降。飞机于18时
40分左右滑行降落在机场跑道上。

有消息人士对俄罗斯媒体称，着陆时
飞机左侧机翼剧烈燃烧，一些乘客在飞机
尚在滑行时即从机舱跳出。目击者拍摄
的视频显示，在飞机停稳后，机身后部迅
速被火焰吞没，机身前部两侧有逃生滑梯
展开，部分乘客逃离火场。莫斯科市消防
人员和急救车随即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灭火结束后的现场照片显示，事故飞机后
部完全烧毁，顶部塌陷。

据报道，当地时间5日傍晚莫斯科地
区突降阵雨。事故飞机的机组人员表
示，飞机在飞行时被闪电击中，导致机上
无线电设备出现故障。在启用紧急通信
频道后，驾驶员与地面的通话时断时
续。迫降后，该机机长对媒体说，飞机在
降落过程中较为平稳，但着陆时不知什
么原因与地面相撞，起落架断裂，机身后
部随即起火。

苏霍伊超级100型喷气式支线客机
由俄罗斯苏霍伊民用飞机公司研制。
据俄媒体报道，此次发生事故的客机
2018年出厂，今年4月完成最近一次保
养维护。

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23年来首次发生致命空难

41人遇难 37人生还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证实，事发客机上没有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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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向中东部署
航母战斗群以施压伊朗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5日电 美国白宫5日晚
发布声明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部署“亚伯拉罕·
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和一个轰炸机特遣队，以回应
伊朗近期对美国的“警告”。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一份声
明中说，美国正将航母战斗群部署至美国中央司
令部辖区，以向伊朗传递明确信号，任何针对美国
及其盟友利益的袭击将遭到“无情的还击”。

声明称，美国不希望与伊朗发生战争，但美国
已做好准备应对伊朗的袭击。

印度欲仿造英国最先进航母
航母编队规模将超过英国

印度海军打算购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
舰的详细建造方案，预期2022年着手“复制”这艘
英国最先进的航母。

英国《镜报》5日报道，一个印度代表团已经
访问“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建造地苏格兰罗塞斯造
船厂。同型舰“威尔士亲王”号正在那里建造。

印英双方正在洽谈。如果达成协议，印度将
在国内建造“高仿版”新航母“维沙尔”号，排水量
达6.5万吨，许多零部件将由英国企业供应。

印度2004年从俄罗斯购入排水量4.5万吨
的“超日王”号航母；在建的第一艘国产航母“维克
兰特”号排水量4万吨。“维克兰特”号和“维沙尔”
号入役后，加上“超日王”号，印度航母编队规模将
超过英国。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加拿大有位“睡眠作家”
听睡前故事并非孩子们的专享福利。加拿大

作家克里斯·阿德文松以创作专供成年人听的睡
前故事著称，为此得名“睡眠作家”。

阿德文松现年39岁，来自多伦多。他创作时
主要考虑的一件事是，故事既要足够吸引人，还要
有“催眠”效果。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睡前故事，意
味着听者总是没等听到故事结尾就已酣然入睡。

阿德文松在一个名为“平静”的网站上发布睡
前故事。越来越受欢迎。网站上120个故事的总
计收听量已经超过1亿次。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波音承认早知
737 MAX警示灯故障

美国波音公司5日承认，2017年就知道737
MAX系列客机的“迎角不一致警示灯”无法正常
运行，但直到去年10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
空难，才与美国联邦航空局讨论这一问题。

737 MAX 系列客机 2017 年投入商业运
营。波音公司5日在企业网站发表声明，承认在
当年新客机“开始交付的数月内”，工程师们便发
现客机的“显示系统软件无法正确满足‘迎角不一
致警示灯’的必备条件”。

声明说，发现软件不适配情况后，波音多名专
家评估故障解决方案，认定警示灯缺失“不会对飞
机安全或操作造成不利影响”。声明澄清，波音高
层没有参与2017年故障评估，直到狮航空难后才
得知相关问题。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