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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53668802婚查取证定位找人

●婚查取证寻人13526607317
●要账专家，10年经验，定位

找人成功后收费17071809117
●清账定位找人18736075371
●★★律师要帐13607664373
●现金收欠条！婚查取证、

难事帮办、找人13283808650
不成功不收费13213240271
●专业要账，婚查取证53300003
要账专家86169619
律师要账65322822
电话：15538156663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快速

安全，诚信，专要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快速找人

婚查。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总部电话：400-089-3691
紫荆山电话：18530901028
郑州西区电话：13071022966
许昌分部电话：13080162177
郑州南关街电话：18236960246
■成功收费■
实力收购欠条,快速要账,专要

现金借款.投资担保,安全合法.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136126464
信阳周口驻马店15136124332
焦作洛阳三门峡15136241573
安阳许昌南阳：15136241572
神速 18137889110

■事成收费■
收购欠条，神速要账，快速

合法，专业针对投资担保

个人借款等，找不到欠款人

勿扰，一次合作，终身朋友。

郑州周边城市：15188317076
安阳濮阳鹤壁：15838206311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93301233
洛阳焦作三门峡：15038051101
南阳驻马店信阳：15981880092
老兵★清债

我公司合法诚信律师带队

快速追收企业个人各种欠款

事成收费0371-66797888
全国清债4006007297
全国速清债权
诚信为本事成收费，婚查取

证定位找人13838043099
闪15538250011办
收欠条15803991906
收欠条15803991902

要帐18530015557
找人婚查清帐
专业事成收费13223710277
专业要帐

强大律师团队，多年要帐经

验，诚信合法，快速找人，办理

各种债务，事成收费。

总部电话：18037687790
分部电话：13937137327

抵押贷款

快速贷55091136
新老车房按揭房再贷银行息

信用贷企业贷垫资贷速度快

专业贷款56665566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车费低银行息特快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大额资金专办13526626508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QS认证生产许可证56789370
●投资金融专办13503711111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53311990全省资金免费注册

●企业上市服务13526629768
●标准备案保健食品53661248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

办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超低快办公司18638207808
●低办各种资质15517559996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企业挂牌上市咨询快办投

资金融公司咨询13140015678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矿业权快办

全国专办电话1359886086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15538198615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15515888182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新华社洛杉矶6月28日
电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8
日第七次执行国际空间站货
运任务，但其运载“龙”飞船的

“猎鹰9”火箭在发射后不久即
在空中爆炸，船内物资毁于一
旦，国际空间站货运任务一年
内再次遭遇重大挫折。

美国东部时间28日10时
21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猎鹰9”火箭载着“龙”飞船从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
军基地升空。当时天气状况
良好，美国航天局的电视直播
画面显示，火箭发射2分19秒
后在空中爆炸。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说，目
前尚不清楚发射失败的确切
原因。此前，这家企业完成的
6次航天货运任务大体比较顺
利，其研制的“龙”飞船是目前
唯一有能力返回地球的货运

飞船。
美国航天局局长博尔登

随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对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最近一次
货运补给任务失败感到失望，
但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是
安全的，未来数月内他们能用
的补给还很充足。”国际空间
站上的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
利对当天任务失败表示悲伤，
他在推特网站上发帖说：“太
空探索艰难”。

按计划，此次“龙”飞船应
为国际空间站送去总重超过2
吨的食物和大量实验设备，其
中包括微软虚拟现实显示设
备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还
计划当天尝试让运载火箭的
第一级垂直降落在海中一艘
无人船上，以大幅降低发射成
本，因而此次发射引人关注。

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执行航天货运任务中的首次
失败，也是近一年来国际空间
站货运工作的又一重大挫
折。今年 4月 28 日，俄罗斯

“进步-M27M”货运飞船搭乘
“联盟-2.1a”运载火箭在发射
后失控，全部物资随飞船一起
在大气层中焚毁。

据印度媒体 6 月 29 日报
道，印度中央邦此前爆发了大
规模考试作弊案件，目前已有
41名涉案人员神秘离世。有
消息称，考试舞弊俨然已经成
为一场庞大的生意，此案可能
涉及官位最高、最有权势的人，
案值高达数十亿。

近日新增两个作弊涉案人
员死亡事件。29岁的兽医纳
伦德拉·辛格·托马尔28日说
胸口疼痛，刚到医院就死亡，死
因至今成谜。另外，40岁的拉
金德拉·阿尔贾也在医院中去
世。

有报道说，加上这两个新
增人员，已经有41名涉及考试

舞弊案件的人员去世，其中不
少人死因不明。印度专门成立
了特别调查小组负责此案，小
组主席日前承认，至少有30人
死亡。特别调查小组3月曾表
示，已经逮捕了大约1800名涉
案人员，但这只相当于作案总
人数的20%。

一位曝光作弊案的爆料人
日前表示，自己最近面临杀身
之祸，有人意欲行凶，而且身份
不明。

印度“中央邦职业考试委
员会”此前爆出大规模考试舞
弊案件，造成轰动。本次考试
丑闻不仅涉及大学入学考试，
也涉及政府公务员考试。不法

之徒既能够帮忙替考，还能操
纵考场的座位安排，甚至能够
提供伪造的答题纸。

不少政客、官员涉嫌参
案。包括印度前教育部长拉克
斯米坎特·沙尔玛在内的众多
政客官员已因为作弊案被捕。
印度国会还指控首席部长希夫
拉杰·辛格·乔汉同谋作案。

在考试作弊案死者当中，
身份最为显赫的可能是中央邦
邦长的儿子——时年50岁的
沙伊莱什·亚达夫。3月25日，
亚达夫在父亲家中神秘去世。
而他的父亲拉姆·纳雷什·亚达
夫此前也曾涉嫌参案，受到法
庭质询，但已全身而退。

印度前候补副检察长、前
中央邦法律总顾问维韦克·K·
坦卡说：“它（考试作弊案）是一
场没有尽头的闹剧。邦政府默
许此事，其规模到了无法想象
的地步。简单地说，这个案子
就是一场非法生意，而且拥有
邦政府的支持，价值数十亿，滋
生于本土。这是最庞大的骗
局，囊括了邦里面级别最高、最
有权势的人。”“如果41个人的
死无法唤醒邦政府和中央政府
统治者的良知，促使他们发起
独立调查……这只能意味着我
们整个刑事司法体系的崩溃。
所有机构都会受到子孙后代的
唾骂。” 中国日报供稿

印度权贵被爆卷入考试舞弊案

41名涉案人神秘死亡

“太空物流”再受挫
美火箭空中爆炸

阿富汗国民议会大厦6月22日
遭塔利班武装人员突袭，30余名平
民伤亡。阿富汗士兵艾萨·汗·拉格
曼尼英勇迎敌，声名大振，一时间被
追捧为阿富汗“国民英雄”。

袭击发生于议会批准防长提名
之际，正值斋月。10时20分左右，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开车冲向国民议
会大厦防御大门，引爆车上炸弹——
这是塔利班武装惯用的袭击模式，一
人开路，其他人员随即往里冲。

在袭击者和国会议员之间，拉
格曼尼和他的战友们成为最后一道
屏障。拉格曼尼说，袭击者闯入的
那声爆炸巨响震耳欲聋，大厦瞬间
弥漫烟尘。根据经验，他迅速掩身
于水泥障碍物后，用M16步枪瞄准
大门，看到一个打一个。

拉格曼尼说，进来了8个武装
人员，他打死其中 6 个，“一枪一
个”。“我告诉自己，必须坚守，直至
战死。”

电视台画面显示，拉格曼尼指
着地上武装人员尸体大喊：“我把他
们全干掉了！是我！”

拉格曼尼28岁，在阿富汗军中
服役10年，7个月前刚调到国民议
会大厦执行安保任务。

袭击次日，阿富汗总统加尼宣
布，奖励拉格曼尼一套三居室。

加尼说：“我邀请我们的英雄，
拉格曼尼，到我的办公室来。对他
表现出的勇气和英雄精神，我深感
自豪，决定奖励他一套新房。”

阿富汗第一副总统杜斯塔姆表
示，赠与拉格曼尼一辆敞篷载货卡
车。

国会议员阿巴斯·易卜拉欣扎
达以个人名义奖励拉格曼尼15万
阿富汗尼（约合2500美元）。还有
议员承诺，将以一个月的薪水回报
拉格曼尼的英雄之举，呼吁政府为
其升职。

据新华社电

8个武装人员突袭
他开枪连毙六个
阿富汗神枪手成国民英雄

“猎鹰9”火箭发射后在空中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