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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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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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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A20、21、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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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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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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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专业建筑设计15238618651
●加固改造拆除18003820332
办公店面商场
设计装修55695655价优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好帮手保姆保洁65942095
●星级保姆保洁育婴65942095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石材养护外墙清洗85395209

招商

●好项目找东家13603711847
●供应土元种、苗13613716021
●广通快递招商15514539133
●飞鹰货运诚招郑州市区、地

市县加盟代理商：15937108331

●亚风快运招商15638817058

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专业绿化养护13283882322

转让

●转600㎡中西餐厅18939258967
●位佳饭店400㎡15936250087
●高端会所转让13803838323
●蓝堡湾商铺转13027626166
●东明路火锅转15516156099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13700888738
●东区金水东路精装家纺店

低价转让，电话13703712987
写字楼租售

高新区独栋楼15537121776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转国基路饭店13073778335
●500m2饭店改为中餐火锅均

可房租低位置佳13253682333
●二七区饭店转13949002890

酒吧招租
农科路酒吧街3000㎡酒吧

招租价格面议15137110002

寻人启事

●姚虹蕊,女,14岁
高1.6米,稍胖,留
学生头发型,3月
18日14点左右在

郑东新区93中附

近走失,穿黄色袖子紫色上

衣,蓝色牛仔裤,有知其下落

者请联系15837176968重谢

●李志茹女13岁上
穿黑红方格羽绒

服，牛仔裤2015
年3月18日，在祭

城93中下午上学

走失，有知其下落者找到本

人者重谢13525572902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电商专家咨询18939210288
●P2P系统开发18638551072
●网站软件APP定制53395926
●398起建网站15981824310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高新区厂仓院13598899953
●龙湖厂仓20000㎡15838021635
●平原新区大型标准化厂房招

租25000㎡电话13203733966
●北四环厂房租13673661085

●外贸仓库2万㎡13333816830
●古荥厂院出租13633835869
●机场旁独院6000平米

水电齐全13073781788
●郑州曲梁镇2万平米厂房库

13203871190,13783602593
上街厂房出售
工业用地28亩、车间11000
平方整体出售17703825160

上街场地招租
● 15639796166/60103052

出租招租
●西四环8千㎡招租4S店
厂房酒店仓库18738195081
●禹州市禹王大道繁华地段

12 层 1.7 万㎡综合酒店招商

（银行、知名品牌酒店、餐饮、

足疗等与酒店相配套行业）

招商电话：13526834307
●二七商圈1000㎡商务办公

场地整体招租13838123067

●食堂窗口招租18638602201
●陇海东路325号一层商铺

1000㎡可做服装、银行、超

市等，招租电话13938231790
冯先生

●中牟五通一平土地招租120
亩交通便利13703799978
●黄河南路整楼 2.6万㎡可分

租（办公商业）15036156363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经三路纬四路附近底商一

二楼1200平方米13937166607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层临街

商铺300㎡ 13703841004

5A写字间租
金水路黄金地段、价优、精装

修15838249916

求购求租

●急需各类仓库8万平方米

18703838997

房地产

●整院2640㎡售18137181911

●转全产权厂房18538709728
●旺铺188㎡出售18903865700
海南养生房

依山而建，临水而居，森林

氧吧，长寿福地。海南省重

点项目，70年大产权。城中

央首席200亩原生态宜居花

园洋房。精装现房，即买即

住，首付3万，购房送往返

机票。办事处：郑州金水路

297号,热线：13027721530

最大太阳能动力飞机飞临中国
在重庆短暂停留后 再从南京起飞横跨太平洋

瑞士人贝特兰德·皮卡德及其伙伴安德烈·博尔施贝格轮
流驾驶的“阳光动力”2号太阳能飞机于30日凌晨3:36分从
缅甸曼德勒起飞，前往这次环球之旅的第五站中国重庆。按
计划，在重庆短暂停留之后，飞机还将途经中国南京，之后继
续向东飞越太平洋。

从缅甸起飞 连飞19小时

“阳光动力”2号太阳能飞
机30日晨从缅甸曼德勒起飞
后，预计连续飞行将近19个小
时、大约1375公里的行程，抵达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这段行程是“阳光动力”2
号自本月9日开启环球之旅以
来最具挑战的航程之一。中国
云南省和四川省的山地地形为
这段航程增加了不可预测性。
飞行过程中，执飞的皮卡德需

面对最低零下20摄氏度的气
温。而且，由于大部分时间是
高空飞行，皮卡德还需使用额
外的氧气。

“阳光动力”2号19日晚抵
达曼德勒机场。它在曼德勒停
留一个多星期，只为等待重庆
天气状况的好转。尽管预报显
示中国的天气以晴朗为主，但
皮卡德等人认为重庆的低空强
风仍是此次飞行的一大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飞
机，“阳光动力”2号完全依靠太阳
能作为动力。因此，抵达重庆后，
飞机需做短暂停留，蓄能以便继续
向东飞往第六站即中国南京。不
过，何时起飞需视蓄能情况而定。

“阳光动力”2号2014年4月
问世，翼展长72米，重量2.3吨，
机身安装有大约1.7万块太阳能
电池板。

这架飞机3月9日从阿联酋
首都阿布扎比起飞，一路向东。
按照行程，在历时5个月的环球飞
行中，飞机共停留12个地方，在
空中飞行的实际时间共计25天。

迄今，“阳光动力”2号在这次
飞行中已创下两项世界纪录：一
是最长单程飞行距离，即从马斯
喀特到艾哈迈达巴德，共1648公
里；另一个是地速达到117节、即
每小时216公里，这是在瓦拉纳
西飞曼德勒途中实现的。

经停南京调整后，“阳光动
力”2号将迎来此次环球航程的最
艰巨挑战：连续5天 5夜飞行约
120小时、8172 公里，横跨太平
洋，抵达美国夏威夷州。

在那之后，这架飞机将继续
飞行，横穿美国，飞越大西洋，经
停非洲，最终返回起点阿布扎
比。 新华社

从南京到夏威夷
将连续飞行5天5夜

综合外媒报道，德国之
翼坠毁航班残骸搜寻工作仍
在继续，法医团队在现场散
布的 400至 600块遗体残骸
中确认了78组DNA。此外，
搜寻人员仍在搜索飞机的第
二个黑匣子，即飞行数据记
录仪。

据现场搜救官员帕特里
克·杜德龙介绍：“我们还未找
到一具完整的遗体。”辨认专家
正在利用乘客的牙科记录、
DNA样本帮助确认遇难者身
份。不过调查人员否定此前德
国媒体刊登的已经找到副驾驶
安德雷斯·卢比茨尸体残块的
报道。

飞机的第二个黑匣子原
本放置于防护罩中，但现在仅
仅找到了空空如也的防护
罩。现场一名搜寻人员表示：

“如果没有被完全摧毁或粉
碎，那么黑匣子应该被碎石和
残骸掩盖了。我们必须当心
并保持精确。我们不得不翻
开每块飞机残骸和石头进行
搜寻。”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空
难事发地带位处地势险峻的
山坡和谷地，无路可通，情况
复杂，因此搜救工作的进展一
直受限。目前正在修建一条
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以便车
辆运移部分体积较大的飞机
残骸。

3月24日，这架德国之翼
A320客机由西班牙巴塞罗那
飞往德国杜塞尔多夫途中在
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失事，机上
150人全部罹难。法德检察官
披露，副驾驶员卢比茨是蓄意
坠机，他有精神抑郁病史，且
向公司和同事隐瞒了这一事
实。

根据德国《图片报》公布
的黑匣子录音显示，卢比茨多
次怂恿机长去上厕所，最后趁
机反锁驾驶舱，机长返回后发
现无法进入，一边敲门一边大
叫：“把该死的门打开！”机长
一度试图用斧头砸开驾驶舱
门，却没能成功。录音最后传
来机上乘客的尖叫声。

中国日报

德空难确认78组DNA
艰难搜寻第二个黑匣子

“阳光动力”2号在缅甸曼德勒机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