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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拖拽华裔乘客 美联航引众怒
华人联合会要求道歉，一涉事机场保安已被停职
9日晚，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班飞机因
超额订票而将一名不愿意下机的华裔乘客
强行拖走，过程中这名年近七旬的老人满面
鲜血。同行乘客拍下事件经过并把视频上传
至互联网，引发众怒。而美联航首席执行官
却在发送给员工的内部信中说，支持涉事员
工的做法。
美国华人联合会10日发表声明，要求美
联航、联邦航空局和芝加哥民航局立即调查
这起事件，要求美联航和芝加哥民航局正式

华裔乘客被强行拖拽下机引哗然
9日晚，美联航UA3411航班准备从芝加哥奥
黑尔国际机场飞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待乘
客上飞机后，机组人员突然宣布，由于出售了超
量机票，他们需要让4名乘客下飞机、改乘其他航
班，给4名美联航员工“腾位置”。
乘客泰勒·布里奇斯说，为了让乘客主动下
飞机， 机组人员提出将赔偿金从400美元增至
800美元， 但依旧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一条件。美
联航方面于是决定将“随机抽取”需要 下 飞 机
的乘客。
布里奇斯回忆，被航空公司“抽中”的4名乘
客中，一人不愿下飞机并自称是医生，强调第二
天早晨还要给病人看病，“他好像说，自己被选中

是因为他是华裔”。
机组人员叫来机场保安， 随后发生的事情令人
惊讶。3名保安在劝说无果后强行将这名乘客拖下飞
机。 布里奇斯妻子拍摄的视频显示， 在被拖拽过程
中，这名华裔男乘客大声惨叫，嘴角磕破出血，眼镜
几乎掉落，衬衫被拉拽使得肚皮裸露……
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这名乘客稍后返回机舱，
跑到后舱， 双手抓着隔离帘， 精神显然受到严重刺
激， 不断用英语自言自语:“杀了我吧。 我必须要回
家……”
有乘客表示愿意让出自己的座位， 但这名华裔
老人最终没能乘坐UA3411航班出行。航班起飞推迟
大约3个小时。这名乘客被送到医院，已无大碍。

道歉。一名涉事机场保安已被停职。
□综合新华社电

一涉事机场保安已经被停职
由于民意沸腾，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
穆尼奥斯不得不出面发表声明，对“不得不重新
安排这些乘客的行程表示道歉”。
许多社交网络用户批评穆尼奥斯毫无诚意，
且没有直接向那名被赶下客机的乘客道歉。名叫
“TessaDare”的“推特”用户说:“请你为说‘不
得不’道歉。明明还有其他办法。你心知肚明。”
布里奇斯说:“他们对待这名乘客的做法错
误，警察（应为保安）也被迫处理尴尬局面，美联
航原本有多种方式处理这件事，而他们的做法恰
恰不为人称道。”
不少网民赞同布里奇斯的看法，即美联航可以
用其他方式处理这件事，而他们的做法“不尊重人”。

有人指出，虽然机票超量预订是普遍做法，但航
空运营商一般采取各种补偿方法协商解决， 包括以
现金、 支票或代金券形式为自愿或强制 “被拒绝登
机”的乘客提供赔偿。把乘客拖下飞机实属少见，而
且是为“自己人”腾座位，令人气愤。
还有人质疑， 是否因为这名男子的族裔身份才
使他被“抽中”。如果他不是华裔或亚裔，是否还会
被强行拖离座位。当地媒体报道，被抽中的其余3名
乘客是这名男子的妻子和另一对夫妇， 尚不清楚后
两人的族裔背景。
芝加哥民航局10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一名涉事
机场保安没有遵守相关规程， 已经被停职并将接受
调查。

美国华人联合会要求彻查此事

老人被拖下飞机

《现代金报》分类广告
声 明 公 告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鄞
州分局 2011 年 3 月 1 日核发的宁
波市鄞州鑫如隆模具厂个人独
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12000188861，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世格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代
码：30890944-8，有效期：
自 2014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1 日，声明作废
父亲谢远康，母亲胡成义，孩子
本人谢宇翔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E330217124，声明作废
余姚市创美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注册号为 330281602038702 遗
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
分局 2013 年 12 月 3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 1 份，声明作废。
余姚市创美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2017 年 4 月 11 日

注销公告

据新华网

穆尼奥斯在10日晚致美联航员工的内部信
中说，那名男乘客之所以被拖下飞机，是因为他
无视机组人员要求， 表现得 “具有破坏性且好
斗”，致使机组人员不得不叫来机场保安。
“我们的员工按照既定程序处理像这样的情
况，” 穆尼奥斯说，“我对事态升级深表遗憾，但
依然坚定支持你们。我要称赞你们为了确保遵守
规程而继续出色地工作。”
这封内部邮件在网络上曝光后，更是火上浇

现由 宁波江东区知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宁波 金宏 致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巜海关保证金专用收据》第
二联退款联，单据号为 1916276
金额叁仟元，声明作废。
宁海县锦琪塑料制品厂遗失宁 奉化市明盛机械厂遗失发票章
波银行宁海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编号 3302240030734 声明作废
准号 J3322001660101 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世格贸易有限公司遗
遗失宁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号码 3302
理局 2016 年 3 月 11 日核发的宁 04308909448，声明作废
波赛维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宁波市江北利明机电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
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205MA281LH923 3320018185201 开户银行：中
国银行宁波市江北支行孔浦分
声明作废
理处，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顺普机电设备有限公
徐友宝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
司遗失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册号 330283602075356，声
余姚市居家窗帘店注册号为 33 明作废
02816026016 遗失宁波市工商
丁海锋遗失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2013 年 1 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编号：33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1 9005197811291613，所属
份，声明作废。 余姚市居家
单位：宁波一路枫顺贸易有限
窗帘店 2017 年 4 月 11 日
公司，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慈城东门菜市场管
理有限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本，号码 3302057900
585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 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手续。
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奉化精功视界眼镜有限公司
宁波佳朋贸易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油。网友拉斯蒂·福斯特说，这封信说明了美联航为
何会发生这种事件——
—其首席执行官觉得整件事合
情合理。“我不信任这家航空公司， 不会把我的安全
交托给美联航。”
美国华人联合会10日发表声明， 要求美联航和
联邦航空局立即彻查这起事件， 并且调查超量预订
等行业惯例。 声明同时要求芝加哥民航局立即彻底
调查涉事保安的行为如何违反自身规程， 滥用暴力
的文化和习惯必须得到阻止和改变。

刊登热线： 0574-87254648

慈溪市新浦福喜隆食品店遗失
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1 年
3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为 330282603059838
声明作废
奉化市西坞豪丰机械厂遗失公
章，编号 3302240000808，
声明作废
吕诗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E330215957 声明作废
宁波超顺电器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编
号是 69307586，声明作废
宁海县方顺模具厂遗失宁波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33022660304
4336,中国银行宁海跃龙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2003
281201，声明作废
宁波市三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合同章、发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波市三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11 月 14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211MA282XQ
55E，声明作废
慈溪市横河潘何食品店遗失宁
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溪分局
2013年 3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3302826040
03868，声明作废。
宁海县西店振华橡胶制品厂遗
失宁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11 月 0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330226600089450；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33
0226X10165394；遗失单位名称
为宁海县西店振华橡胶制品厂
代码证号为 X1016539-4 的组织
机构代码证书副本，有效期
2013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 资 讯

多

◎ 速 度

快

解散清算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宁波胜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股东会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沈浩波 电话：13957403010
地址： 余姚市梨洲街道姜家渡村
史家 邮编：315400

余姚博联商贸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叶南 电话：13291917019
地址：余姚市新建北路 178 号 531 室
邮编：315400

余姚市金航电器有限公司清算组

宁波胜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余姚博联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余姚市小小叶子室内空气治
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
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周学婷 电话：15824235326
地址： 余姚市东旱门南路 81 号白
云商贸中心 456 邮编：315400

余姚凯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股东会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黄丽 电话：13862853536
地址： 余姚市马渚镇东横路 59 号
邮编：315400

余姚市小小叶子室内空气治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余姚凯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小投入

◎

大回报

宁波江东世格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江东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4 年 12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33020400
0196855，声明作废
宁波浩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宁波浩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6 年 1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205MA281E1K14，
声明作废

位于奉化尚田镇甬临线旁， 土地
36 亩，厂房面积 6000 平方左右。另尚田
镇开发区 4 亩土地厂房 2500 平方出
售，价格面议；另有 30 亩左右土地转让。

注销公告

慈溪市新浦福喜隆食品店遗失
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编号 SP
3302821150038726 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鸿运连连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号码
33020357050960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厂房出租出售 13105580828

经总公司会议决定，本分
经董事会决议， 本公司 公司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工商注销手续， 本分公司在
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债权债
注销手续。
务由总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微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 ，本
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
企业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工商注销手续。
注销手续。
注销手续。
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怡佳服装印花厂（普通合伙） 宁波赫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宝银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水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余姚市金航电器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文地 电话：13304509697
地址：余姚经济开发区双河村 13 号
邮编：315400

◎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55 号中宁大厦 1501

撤销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
取消 2016 年 12 月 23 日在《钱
江晚报》上刊登的注销公告，同
时解散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
办理工商终止手续，继续经营。
特此公告

宁波纬华泳池用品有限公司

舟山市普陀区威海明刚船舶工程
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公司

注销公告
经董事会决议， 本公司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英佛曼（宁波）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宁波市睿通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注册号 91330201MA2
819E15R） 经股东会议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清算
组由张宇振等组成并担任负责
人，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