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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信息通达全无锡

信息集中 分类明细 服务大众 欢迎刊登

服务类（个人）：50元/行 · 公告类：60元/行（注销、减资除外） · 非个人信息类：500元/次 · 正文12字/行

报业大厦：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二街1号（海岸城旁）

服务电话：81853027、13961806872 QQ : 1556902204
城中服务地址：无锡市学前东路1号
服务电话：80500110、13812290098 QQ : 495430296

收款单位：无锡报业发展有限公司日报传媒分公司

收款账号：29010188000154522
开户银行：江苏银行无锡分行营业部

无锡日报社未在任何搜索网站开辟刊登广告的网页、广告信息等相
关业务受理渠道。有此需求的读者请认准无锡日报上刊登的业务联系方
式，勿通过网站搜索查询登报事宜，以免上当受骗。

未经无锡日报社授权刊登广告信息的各类搜索引擎网站必须立即停
止受理无锡日报广告及信息类业务。无锡日报社将保留追究侵权责任方
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力，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侵权责任方承担。

特此声明。
无锡日报社

声 明

无锡市行政事业单位
非自用房地产招租公告

红星路 358号 204室，
底价1.3万元/年；红星路358
号208室，底价1.5330万元/
年；红星路358号209室，底
价 0.7829 万元/年。详见无
锡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网
站：www.wxcq.com.cn 电
话：82832368

招租公告
标的物：长江北路2号-

10（二楼），面积90.93㎡，底
价112935.06元/年，保证金
30000元，招租期限2年。公
告日期：2020年10月21日
至2020年11月3日 无锡
市新发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
电话：13961737800 陈先
生 无锡市远东产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7
62613633 朱先生 详情请
点击：www.ydcqjy.com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无锡市土地整理中心拟

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0月
19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无锡市土地整理中心
清算领导小组

2020年10月19日

遗失启事
·武灵玉遗失江苏省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第二联）编号
09269849金额40000元，

作废

遗失启事
·滨湖区纯属鱼乐饮食店遗

失许可证编号JY23202110

084079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一张，编号320211000

201801220010，声明作废

·遗失北塘区缘易瑜伽健身

房（注册号：320204600226

104）编号为：32020400020

1308200011的营业执照副

本一张，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遗失无锡三菱滑导电器厂

原财务章一枚、法人章（朱定

邦印）一枚，声明作废（寻回

后不再使用）

·张文娟遗失无锡市芦庄六

区200号701室房地产租赁

契约，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无锡市骏达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遗失苏BX6398（黄）汽

车道路运输证苏交运管锡字

20029477号，声明作废

·张军明遗失无锡兴想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观山

名筑2-446-2802销售不动
产统一发票（自开）1份发票
代码232001290111发票号
码02497621金额200000
元，声明作废
·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
司遗失无锡市临时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临时许可证编
号：锡规惠临建许（2018）第
011号，声明作废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
微信公众服务平台

网上国网APP 无锡电蜜蜂

停 电 预 告
(2020年10月28日至31日，21日、26日部分停电调整)

因电网建设、设备检修等需要，
拟对以下线路进行计划停电，请停
电范围内的用户做好准备。我们将
尽量早完工、早送电。我们对停电
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感谢您
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帮助。

原10月21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电取消：
1、停电时间：7:00～19:30 停

电线路：10kV鸿辉线鸿壹后段、大

东线壹大后段、梅北线北梅级—带

业—广告中段、东园线东梅级后段

影响范围：展望置业、万充新能源科

技、爱博科机电、高田机械等部分用

户

原10月26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7:00～17:00 停

电线路：10kV红旗线春潮变—星光

1#站红旗F247—太湖花园二期9#

站红旗247前段 影响范围：太湖花

园一期小区、红旗花园A期小区、欣

旺大酒店、金轮房地产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7:00 停

电线路：20kV晓叙线晓叙1#柜晓叙

3环415C后段

10月28日
1、停电时间：23:00～23:59 停

电线路：20kV洋宜线、洛城线、龙杰

线、蓝安线 影响范围：华广置业、

文汇酒店、港龙投资、洛社镇水利农

机服务站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20kV振发线香楠变—振发

3#柜振发F433—经十站振发F433

前段

3、停电时间：7:00～18:00 停

电线路：10kV双蠡线、苏锡线苏锡

1#柜苏锡F231前段 影响范围：翠

园新村、蠡湖街道办事处等部分用

户

4、停电时间：7:00～14:00 停

电线路：10kV薛高线 影响范围：

三开高纯化工等部分用户

10月29日
1、停电时间：7:00～14:00 停

电线路：10kV行星线洛社变—西星

—行万前段、万新线洛社变—万桥

—雅万前段 影响范围：华诚花苑、

佳能机电厂、上林苑酒店、万新球墨

铸铁厂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中央线中央1#柜中央

环F214A—中滨中段 影响范围：

蠡湖惠山景区管理委员会等部分用

户

3、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渔社线渔社2#柜渔社

1 环 F216A—世纪中段 影响范

围：太湖闸站管理处、荣巷街道联合

股份经济合作社等部分用户

4、停电时间：22:00～30日16:00

停电线路：10kV江溪线江溪1#柜江

溪1环F253A后段 影响范围：锦

江苑等部分用户

5、停电时间：22:00～30日18:00

停电线路：10kV春纺线春纺1#柜春

纺 1环 231A—中邦 7#站春纺 231

中段 影响范围：中邦城市花园小
区等部分用户

10月30日
1、停电时间：7:00～16:00 停

电线路：10kV秦泰线秦泰1#柜秦泰
1环221A—秦凯中段 影响范围：
梅荆花园小区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4:00 停
电线路：10kV亚光线、西联线、凌峰
线凌通—凌亚—交通中段、谷里线
谷通—谷西—里通中段 影响范
围：亚光瑞志热镀锌、宏益混凝土、
飞天润滑油科技等部分用户

10月31日
1、停电时间：7:00～18:30 停

电线路：10kV翔华线、文良线、华精
线、吉辰线科诺前段 影响范围：溪

南村、舜柯村、藕乐园、方顺型钢、瑞
达钢管、华精电磁科技、金鑫科技等
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世纺线世纺1#柜世纺
F222前段、新织线张公桥变—新织
1#柜新织F223—博南站新织223前
段 影响范围：速升自动化装备、世
成晶电柔性线路板、中成橡塑、新华
起重工具等部分用户

说明：1、以上线路停电工作,早
完工早送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
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
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电。2、遇雨天
等不能工作停电相应取消。3、详见

“95598 智能互动网站——停电公
告”。

国网无锡供电公司

双色球 第2020103期
4 9 10 22 28 32 + 8
3D 第2020241期 1 1 2

15选5 第2020241期 1 8 10 11 15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全
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
位和个人表彰大会20日上午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与会代表，
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向受到命名表
彰的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
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
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10时，习近平等来到京西宾
馆会议楼前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亲
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李克强在讲话中首先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向受命名的地方和受表
彰的单位与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人
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
备役人员、部队职工，向烈军属、伤残
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
休干部，向双拥工作战线的同志们致
以诚挚问候，向所有关心支持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
感谢。

李克强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
和服务保障军队建设改革，进一步加
大优抚安置保障，军队支援经济社会
发展积极有为，在参与重大自然灾

害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事件中当先
锋，今年面对疫情，人民子弟兵闻令
而动、敢打硬仗，广大军民携手同
心、共克时艰，取得了抗击疫情斗争
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了军政军民团
结的强大力量。

李克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全
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交通运
输、后勤供给等保障工作，帮助改善边
疆海岛驻军官兵执勤和工作生活条
件。一如既往为军人和家属排忧解
难，使广大官兵不为后路担心、不为后
院分心、不为后代忧心。今年稳就业
难度更加凸显，要为退役军人提供更
加精准及时的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技
能培训，确保他们就业有去处、创业有

扶持、失业有帮扶。拓宽渠道，确保符
合条件的随军家属都得到合适安置。
落实军人子女就近入学、调动转学、参
加中高考优待等政策，让军人及其家
属放心安心。同时支持军队发挥优
势，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建设。保障优
抚安置等财政支出，继续抓好双拥模
范创建活动，健全基层双拥服务体系，
努力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

大会宣读了关于命名411个全国
双拥模范城（县），关于表彰全国爱国
拥军模范单位和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关于表彰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和拥政爱
民模范的决定。大会向受到命名表彰
的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
位和个人代表颁奖。

411个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受表彰
习近平向受命名的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示祝贺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记
者20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
解到，黑龙江鸡东县一家庭聚餐致
9人死亡的原因是米酵菌酸引起的
食物中毒，国家卫健委建议不制作、
不食用酵米面类食品。

国家卫健委发布提示指出，
2020年10月5日黑龙江鸡东县发
生一起因家庭聚餐食用酸汤子引发
的食物中毒事件，9人食用后全部
死亡。现已查明致病食物是被致病
菌污染的酸汤子。

提示指出，北方酸汤子是用玉
米水磨发酵后做的一种粗面条样的
酵米面食品。夏秋季节制作发酵米

面制品容易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该
菌能产生致命的米酵菌酸，高温煮沸
不能破坏毒性，中毒后没有特效救治
药物，病死率达50％以上。

据了解，北方的臭碴子、酸汤子、
格格豆，南方的发酵后制作的汤圆、吊
浆粑、河粉等最容易致病。2010年至
今，全国已发生此类中毒事件14起，
84人中毒，37人死亡。

提示指出，酵米面中毒的主要原
因是使用了发霉变质的原料，虽然通
过挑选新鲜无霉变原料、勤换水能够
减少被致病菌污染的机会，但为保证
生命安全，最好的预防措施是不制作、
不食用酵米面类食品。

黑龙江一家庭聚餐食用酸汤子中毒致9人死亡

建议不食用酵米面类食品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针对个别地方集成电路发展低水平
重复建设风险显现的问题，国家发
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20日表
示，下一步将按照“主体集中、区域
集聚”的发展原则，加强对集成电路
重大项目建设的服务和指导，有序
引导和规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秩
序，做好规划布局，引导行业加强自
律，避免恶性竞争。

孟玮说，近年来，在相关政策的
支持推动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势头向好，技术水平大幅提升，企
业加速成长壮大。2019年，我国集
成电路销售收入7562亿元，同比增
长15.8％，已成为全球集成电路发
展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

她同时指出，当前国内投资集成
电路产业的热情不断高涨，也出现一
些没经验、没技术、没人才的“三无”企
业投身集成电路行业，个别地方对集
成电路发展的规律认识不够，低水平
重复建设风险显现。

孟玮表示，针对当前行业出现的乱
象，要继续完善政策体系，加快落实《新
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抓紧出台配套
措施，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环
境，规范市场秩序，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和发展质量，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要建
立“早梳理、早发现、早反馈、早处置”的
长效工作机制，强化风险提示，加强与
银行机构、投资基金等方面的沟通协
调，降低集成电路重大项目投资风险。

国家发改委：引导规范发展秩序避免恶性竞争

降低集成电路重大项目投资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副司长田保
国在20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4个进
入Ⅲ期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病毒疫
苗，截至目前共计接种了约6万名受
试者，未收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田保国介绍，任何一种疫苗，不
管是在临床试验阶段，还是上市后
的大规模使用阶段，都有可能发生
不良反应。目前进入Ⅲ期临床试验

的新冠病毒疫苗，发生的不良反应
基本为轻度不良反应，比如接种部
位局部疼痛、红肿，以及一过性的低
烧、发热等。

国药集团董事长刘敬桢表示，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所属的北京生物
制品研究所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两款灭活疫苗目前正在阿联酋等
10个国家开展Ⅲ期临床试验，已经
接种5万余人。截至目前，没有接
到和观察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强表示，该企业在巴西、
印尼、土耳其的合作伙伴都按照国际
通用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GCP）要求，建立完善的不良反应监
测体系。到目前为止，发现一些轻度
不良反应，但所有合作伙伴没有反馈
与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新冠病毒变异是否对疫苗研发产生
影响？在20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社
会发展科技司副司长田保国表示，
跟踪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变异没有
对疫苗研发造成实质性影响。

田保国说，科研攻关组一直高度
关注病毒变异问题，组织全国30多
家科研机构开展病毒变异的跟踪研
究。对超过8万条高质量的病毒基
因组序列比较分析表明，病毒变异不
大，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变异积累，没
有对疫苗研发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我国4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Ⅲ期临床试验

已接种约6万人 无严重不良反应
新冠病毒变异未对疫苗研发造成实质影响

新华社日内瓦10月19日电 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9日表示，目前已有
184个国家和地区加入由世卫组织及其合
作伙伴发起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更多国家有望公平有效地获得新冠疫苗。

谭德塞还表示，随着北半球冬季的到
来，新冠疫情已经进入一个“令人担忧的阶
段”，欧洲和北美的每日新增病例正在急剧
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应充分
利用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综合性措施，遏
制病毒传播并挽救生命。

截至10月19日，各国正在研发并登
记在册的候选新冠疫苗共有198种，其中
44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据新华社日内瓦10月20日电 世界
卫生组织2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4000万例。

阿根廷卫生部19日发布的新冠疫情
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100
万例。阿根廷成为继美国、印度、巴西和俄
罗斯之后，第五个累计病例数达“百万级”
的国家。

184个国家和地区加入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刮“福源宝地”单票中500元送
500元

近日，好看又好玩的“福源宝地”刮刮
乐在无锡隆重上市！票面设计浓缩了中
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自然风光，是福利
彩票和人文景观的美妙结合，也是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诠释。自10
月20日起至11月20日，刮“福源宝地”即
开票，单票中500元即送500元任意品种

“刮刮乐”彩票。该票面值10元，最高奖金
20万元，共有2个玩法，2个玩法区内的中
奖奖金兼中兼得。

工作人员在印度阿加尔塔拉工作人员在印度阿加尔塔拉
街头喷洒消毒液街头喷洒消毒液。。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