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湖北省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湖北省药品生
产日常监督管理办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等相关规定，并报经湖北省委批准，湖北省对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武汉市政府、武汉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单位11名履职监督失职失责人员予以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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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看天下

根据《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
例》第四十四条规定，珠海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金湾分中心对权利人
詹添华，位于珠海市海澄村根竹元
77.4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书(证
号：1989-0403-130400524)灭失
补发申请，经初步审定，现予以公
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登
报之日起九十日内送达珠海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金湾分中心。期满
无异议，金湾分中心补发新的房地
产权证，原证作废。
特此公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补发公告（金湾）
根据限制号：（2018）粤 0402

执恢22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
（2018）粤 0402执恢 226号《协助
执行通知书》，原产权人任伟瑀名
下座落于斗门区井岸镇西堤路峰
景苑4栋1单元604房（权证号码：
C0754848号）己裁定过户以及注
销方俊珊对斗门区井岸镇西堤
路峰景苑 4 栋 1 单元 604 房的
抵 押 权 登记（他项权证号码：
20160012551号）。限原产权人及
抵押权人自登报之日起十日内将
上述房地产权证、他项权利证书交
回我中心，逾期不交，上述房地产
权证、他项权利证书声明作废。

特此通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8月14日

通 告
根据（2016）粤0403执229号

之五《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
知书》，原产权人何红松名下座落
于斗门区井岸镇侨苑新村七巷4
号 402 房（权证号码：C2313071
号）己裁定过户以及注销王帅对斗
门区井岸镇侨苑新村七巷4号402
房的抵押权登记（他项权证号码：
0300015402号）。限原产权人及
抵押权人自登报之日起十日内将
上述房地产权证、他项权利证书交
回我中心，逾期不交，上述房地产
权证、他项权利证书声明作废。
特此通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8月10日

通 告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广东

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
定，建筑区划内用于停放汽车的车
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
要。现李建林向我中心申请办理
其于2017年向珠海市万汇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位于斗门区白
蕉镇白蕉南路26号地下室（一）
0447车位房地产权登记。李建林
为本小区业主但超过3个车位，根
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七条第二款
及《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二
十八条的规定，现予公告。有异议
者请自登报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将
书面材料送达我中心。逾期，我中
心将予以登记。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8月8日

公 告
根据《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

例》第四十四条规定，珠海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金湾分中心对权利人：
洪油赐，位于金湾区红旗镇南翔路
138号2栋1201房（证号：粤房地
证字第0200023275号）灭失补发
申请，经初步审定，现予以公告。
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登报之
日起九十日内送达珠海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金湾分中心。期满无异
议，金湾分中心补发新的不动产权
证，原证作废。

特此公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0一八年八月三日

补发公告（金湾）

根据（2016）粤2071执14873
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
通知书》，原产权人洪少群名下座
落于斗门区白蕉镇赖家村泗兴围
（权证号码为：C5628171号）已裁
定过户以及注销梁广荣对斗门区
白蕉镇赖家村泗兴围的抵押权登
记（他项权证号码为：0300048259
号）。限原产权人及抵押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房地产权
证、他项权利证书交回我中心，逾
期不交，上述房地产权证、他项权
利证书声明作废。

特此通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8月14日

通 告
现有权利人周志荣就其名下

坐落于原斗门县莲溪镇下栏村的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
号：2104090329号），向我中心提
出遗失（灭失）补发申请，根据《珠
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四十四条
规定，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个月内将
书面异议材料送达至我中心，期满
无异议，原证作废，我中心将核准
补发新的权利证书。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8月10日

补发公告
现有原房产权利人吴艳杰就其

名下坐落于香洲安宁路3号11栋
104房的房地产权共有（用）证（证
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0417435号），
向我中心提出遗失（灭失）补发申
请，根据《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
第四十四条规定，现予以公告。有
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
个月内将书面异议材料送达至我中
心，期满无异议，原证作废，我中心
将核准补发新的权利证书。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8月15日

补发公告
现有原房产权利人宁冬梅就

其名下坐落于香洲区旅游路22号
2栋1703房的房地产权证（证号为
粤房地证字第0100293579 号），
向我中心提出遗失（灭失）补发申
请，根据《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
第四十四条规定，现予以公告。有
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
个月内将书面异议材料送达至我
中心，期满无异议，原证作废，我中
心将核准补发新的权利证书。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8月15日

补发公告
现有原房产权利人叶子宇就

其名下坐落于人民西路323号（嘉
祥苑）3栋2单元1001房的房地产
权 证（证 号 为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C5028528号），向我中心提出遗
失（灭失）补发申请，根据《珠海市
房地产登记条例》第四十四条规
定，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个月内将书
面异议材料送达至我中心，期满无
异议，原证作废，我中心将核准补
发新的权利证书。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8月15日

补发公告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
电 国家药监局 16 日晚召开
干部大会，表示坚决拥护中央
关于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
疫苗案件调查处理的决定，深
刻汲取教训，堵塞监管漏洞，
切实维护人民身体健康。

会议提出，这次案件教
训十分深刻，药监局作为主
管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
要责任，要向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深刻检查。各司局、各

直属单位都要从政治和全局
的高度，深刻汲取案件教训，
全面反思，举一反三，坚持依
法行政，落实监管责任，坚守
药品安全底线。

全力做好问题疫苗处置
后续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的部署，全力以赴做好案件
后续处置工作，督促企业抓好
整改，做好疫苗续种补种工
作。继续做好宣传解读，有针
对性地释疑解惑，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积极配合做好责任追
究工作，对失职、失责、失察、不
作为等问题进行严肃追究。

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强
化底线意识，坚持问题导向，
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进
行全面的风险隐患排查，有
针 对 性 地 开 展 集 中 整 治 活
动，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坚
决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坚决
维护最广大人民身体健康。

完善疫苗药品监管长效

机制。针对疫苗全链条存在
的突出问题，抓紧起草完善
疫苗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
加快推进修订法律法规，加
强生产过程现场检查，建立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落实产
品风险报告制度，大力推进
智慧监管，加快建立健全疫
苗药品的职业化、专业化检
查员队伍建设，全面完善药
品尤其是疫苗管理体制，提
高监管水平。

国家药监局：

深刻汲取教训 堵塞监管漏洞
新华社华盛顿8月16日电 美

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16 日在白宫内
阁会议上说，如果土耳其拒不释放
美籍牧师布伦森，美国计划对土耳
其实施更多制裁措施。

姆努钦强调，美国已对土耳其
数名内阁成员施以制裁，如果土耳
其不能很快释放布伦森，美国计划
对该国施加更多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内阁
会议上也表示，土耳其“尚未证明自
己是美国的好朋友”。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15 日在记
者会上说，如果土耳其释放布伦森
等被扣人士，美国将考虑解除因此
事而对土耳其施加的制裁，但美国
不会取消对土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
关税，因为加征关税是“出于国家安
全利益考虑”。

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在社交媒体
上说，土耳其最好不要测试特朗普
在布伦森案上的决心，除非布伦森
获释回国，否则自己和特朗普都将
对土“站稳立场”。

若拒不释放美籍牧师布伦森

美国计划对土耳其
实施更多制裁措施

此前，经国家武汉生物
公司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
处置工作核查组核查，企业
存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质量管理不严格，对生产故
障处置不当等问题；地方政
府存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
力，监管责任传导层层弱化
等问题；地方监管部门存在
日常监管不深入、行政处罚
力度偏轻等问题。

依据相关调查，湖北省
纪检监察机关给予湖北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邓小川（牵头工作）党
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给予

时任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现任省政协常委曹敬
兰（非中共党员）政务记大过
处分；给予时任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生产
监管处处长、原二级巡视员
王元廷（2017年 10月退休）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武汉
市政府副市长龙良文党内警
告、政务记过处分；给予武汉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
书记、局长姚彬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记大过处分。

同时，湖北省纪检监察机
关给予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艾力

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
分并免职；给予时任武汉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现
任省政府参事室参事肖红（非
中共党员）政务记大过处分，
省政府解聘其参事职务；给予
武汉市食品药品执法总队总
队长金汉林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记大过处分并免职；给予武
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法
制处处长范绪渊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并免职；
给予时任武汉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药品监管处处长，现
任武汉市蔡甸区政协副主席
陈俊（非中共党员）政务记大

过处分并免职；给予时任武汉
市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
长，现任江夏区统计局党组书
记、局长尹于华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并免职。

此外，湖北省纪检监察
机关还责令武汉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依法纠正对武汉
生物公司的行政处罚；责成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武汉市
政府向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关于武汉生物公司，有
关单位已经启动追责程序，
对相关责任人将进行严肃追
责问责。

新华社武汉8月17日电

就武汉生物公司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问题

湖北省11名干部被严肃问责

据新华社平壤8月17日电 据
朝中社17日报道，朝鲜人民军元帅金
永春 16日逝世。朝鲜决定组成以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委员长的国
家治丧委员会，为金永春举行国葬。

朝中社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
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朝鲜国务委员会、朝鲜最高人民会
议常任委员会 16 日联合发布的金
永春逝世讣告说，朝鲜劳动党中央
委员、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人民武
力省总顾问、朝鲜人民军元帅金永
春因急性心肌梗死，于 16 日 3 时 10
分逝世，享年 82岁。

朝鲜人民军元帅
金永春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