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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回应“
政务团坐前 11 排”事件

西安未提要求 员工草率发稿
事件引发公众广泛质疑：
同为旅客，航空公司为何要专
门给政务团安排前 11排座位？
为什么还要与普通旅客隔离？
人民日报评论该事件认为：“ 小
小的民航机舱隔出一块，显示
出的是一种‘拒群众于千里之
外’的态度，显然不是走群众路
线的态度”。
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昨
天，南航在其官方微博作出回
应称，7月 29日下午 4点 45
分，南航营销业务人员接到西
安市工作人员电话，询问团队
订票情况，行程为一周后西安
至成都。因团队人数较多，南航
业务人员答复，将在了解舱位
总数后回复。之后，西安市党政
代表团于 2017年 8月 6日乘
坐 CZ6433航班前往成都考察，
购买的舱位符合中央八项规定
要求。当天执行该航班的机型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吴 婷

昨天，南航在其官方微博就
“西安市政务团坐前 11排”事
件作出回应称，系个别工作人
员在未完全了解具体实施的情
况下，按照团队旅客统一集中
座位的管理草率编发了与实际
情况不符的信息，西安市工作
人员没有提出“全部安排在前
11排座位”的要求，舱位符合中
央八项规定要求。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南航
西安分公司为 66名政府政务团
安排前 11排座位”的消息，文中
提到，“ 政务团里有陕西省委常
委、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
西安市政协主席”。经过南航各
级领导的共同努力，顺利完成了
“为政府执行要务护航”的保障
工作。8月 10日，南航西安分公
司向媒体表示，该报道为误发，
具体情况已上报。
婷）

为 A321-200型，共 179个座
位，其中经济舱自 31排至 58
排，共 167个座位。
在办理乘机手续时，按照
团队旅客值机的相关规定，南
航尽量考虑将该团队座位相对
集中。由于该航班为大连经停
西安前往成都的过站航班，在
始发大连站已有许多前往成都
的旅客选择前排座位，因此在
实际办理过程中，该团队经济
舱座位被分配在 31排至 58排
之间。在此过程中，西安市工作
人员没有提出“全部安排在前
11排座位”的要求，也没有提
出“同普通旅客进行一定隔离”
的要求。
南航的回应称，南航个别工
作人员在未完全了解具体实施
的情况下，按照团队旅客统一集
中座位的管理草率编发了与实
际情况不符的信息。

赤峰龙卷风 5 死 58 伤
新华社电 （记者 张丽娜
王靖）

11日下午，赤峰市克什
克腾旗、翁牛特旗遭受龙卷风
袭击，并伴有暴雨、冰雹等极端
天气。灾害已造成 5人死亡、
58人受伤。目前，两地正展开
紧张救援。
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多
处民房损毁严重，共有 2134
户 7262名群众受灾，47名受
伤群众已送到旗蒙中医院、旗
医院、土城子镇中心卫生院救
治。记者从当地救灾指挥中心
了解到，因灾需转移安置的
1238名群众也已全部转移至
附近 4所学校中。帐篷、被褥、
大衣、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正
在陆续运达。
翁牛特旗毛山东乡有 29

户房屋倒塌，部分道路冲毁。政
府部门统计共有 2156亩农作
物绝收。目前，市、旗、乡三级出
动消防、公安、医护人员等 160
余人，会同毛山东乡干部群众
展开救援工作。
龙卷风致 3000多户停
电，电力部门紧急抢修。据国
家电网赤峰供电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有 4条 10千伏线
路、53个台区停运，涉及停电
用户 3763户。灾情发生后，
公司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
受灾现场，核查电力设施受
灾情况，并分别向受灾地点
派驻发电车或发动机进行应
急电源保障，同时连夜组织
开展应急抢修，现已有 982
户恢复了通电。

■关注九寨沟 7 级地震

4 人编造传播地震谣言被拘留
新华社电 （记者 刘奕湛）

记者 12日从公安部获悉，四川
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地震灾
情后，少数网民在互联网上散
布地震谣言信息，严重影响社
会秩序、引发社会恐慌。对此，
公安部迅速部署四川、陕西等
地开展查处工作，现已依法查
处一批借机编造传播谣言信息
的网民，其中 4人已被依法处
以行政拘留处罚，相关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经查，网民陈某某、殷某某

在微信群假冒“中国地震局四川
分局”名义散布谣言信息称，
“2017年 8月 9日凌晨 3时，陕
西、甘肃、青海等地将有余震发
生”；网民金某某假冒“中国地震
台网”名义在微信群造谣称，“8
月 8日 21时许，在陕西汉中市
老 君 金 寨 附 近 发 生 6.5级 地
震”；网民齐某在微信群造谣称，
“阿坝地区将发生 8.7级地震”。
公安机关已对上述 4名网民依
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此外，针
对一些不法分子借九寨沟地震，

岳阳大暴雨 山塘溃坝

以网络募捐名义实施诈骗、借机
敛财的行为，公安机关已掌握相
关违法犯罪线索，正在抓紧开展
打击查处工作。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对于借自然灾害之机故意制
造传播谣言、实施诈骗敛财等违
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将依法严
厉打击查处。希望广大网民不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谣言及
时举报，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
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相关新闻

6 名失联人员名单公布

新华社电 （记者 周楠 帅

记者从湖南省岳阳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受
持续暴雨和山体滑坡影响，岳
阳县一座骨干山塘坝体 12日
10时许出现一个十多米长的
溃口，滔滔洪水冲向下游。处
于决口下游的张谷英镇风水
村兰陵片的 700多名村民进
行了紧急转移，几十栋民房被
水淹，目前当地正在组织抢险
救援。
岳阳县防办有关负责
人介绍，出险山塘名叫肖家
洞山塘，是一座有着 4万立
方 米 容 量 的 骨 干 山 塘 。 12
日 6时左右，山塘溢洪道旁
才）

边的山体滑坡，滑坡体堵住
了溢洪道，导致洪水漫坝，
最后导致坝体溃口。这名负
责人介绍，下游受影响的
700多 名 村 民 在 溃 坝 前 已
经转移走，目前暂未发现有
人员伤亡。
11日至 12日，湖南省岳
阳市的平江县、岳阳县出现大
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过
程。风景名胜区张谷英村等多
地发生洪水，部分地区内涝较
严重，多条道路被冲毁，当地
政府已经组织大量人力物力
投入到抢险救灾中，长沙市蓝
天救援队等民间救援力量也
前往支援。

据九寨沟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发布消息，截至 8月 12日 08时 00分，经初步核
查，九寨沟县“8·8”地震仍有 6名失联人员，目前正组织专门力量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姓名

性别

住址

身份证号码

王锦滔

女

广东省增城县

440125197503150024

李艳霞

女

广东省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440102197810071823

戴倩

女

广东省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362401198211260522

尕迪彭措 男

九寨沟县漳扎镇树正村

513225199702232319

泽仁塔

男

九寨沟县漳扎镇荷叶村

513225199707092319

杨海云

男

九寨沟县马家乡苗州村

513225199108203312

据中新网

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债权人登记公告

为加快黄金佳案件整体处置工作，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流程（试行）》的规定，拟对
黄金佳案件除集资参与人外的其他债权人进行登记。具
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登记债权的范围
本次登记债权为除集资参与人以外的与黄金佳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发生正常经济往来所产生的债权。
二、登记需携带的材料
1.主体证明文件。
自然人申报的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
申报人本人不能亲自登记的，可委托他人登记，委托人
需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单位申报的需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
未取得统一信用代码的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2.发生经济往来的合同（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3.能够证明债权的其他相关证据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登记时间及地点
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申报。
地点：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 17号昌平区发改委 104
室。
咨询电话：80116300
四、申报人带齐登记所需材料到以上登记地点进行
债权人登记。

五、申报人报送的相关材料，经各涉案地初步审查
后，报送至主办案地，由主办案地组织审计机构和司法
部门对债权人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并依法确认。
六、经主办案地核实审查后，不能确认的债权人债
权申报，由债权人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民事
诉讼，进行司法裁决。
七、申报人应保证提交材料的真实、合法、有效，若
参与人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登记。申报人利用虚假材
料骗取财物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北京市昌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 年 8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