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天下

纵横 编辑 许 铮
视觉 杨 足 组版 陈 洁

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

04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信息通达全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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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行政事业单位
非自用房地产招租公告

智慧路18号（1-3层裙
房），底价 96 .8 3万元/年。
详见无锡产权交易所有限公
司网站：www.wxcq.com.
cn 电话：82832368

遗失启事
·张翔、蔡海燕遗失无锡兴想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据的
观山名筑443-2503号契税
收据第二联一份，编号000
0685，金额6290元，声明遗
失
·新安街道新安社区新北无
号陈玉凯遗失无锡市新区集
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
议书NO：0049297，第二联
蓝色乙方联，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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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53720、13812290098 QQ : 495430296

城中服务地址：无锡市学前东路1号

服务电话：80500110、13961806872 QQ : 1556902204

6月22日，观众在海博会上参观（右图）。
正在青岛举行的2022东亚海洋博览会以“携手‘海洋十

年’，合作共赢未来——蓝色·海洋·科技”为主题，展出了众多
涉及特种船舶制造、海洋能源开发、海上风电、深海渔业等领域
的先进海工、海洋科技装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酒泉6月22日
电 6月 22日 10时 8分，我
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
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
功将天行一号试验卫星发

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
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这颗卫星主要用于开展
空间环境探测等试验。

天行一号试验卫星入轨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
电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
《网络主播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明确，通过互
联网提供网络表演、视听节目
服务的主播人员，包括在网络
平台直播、与用户进行实时交
流互动、以上传音视频节目形
式发声出镜的人员，应当遵照
本行为规范；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合成的虚拟主播及内容，应
当参照本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要求，网络表
演、网络视听平台和经纪机构
要严格落实对网络主播管理
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网络主

播入驻、培训、日常管理、业务
评分档案和“红黄牌”管理等
内部制度规范。对出现违规
行为的网络主播，要强化警示
和约束；对问题性质严重、多
次出现问题且屡教不改的网
络主播，应当封禁账号，将相
关网络主播纳入“黑名单”或

“警示名单”，不允许以更换账
号或更换平台等形式再度开
播。对违法失德艺人不得提
供公开进行文艺表演、发声出
镜机会，防止转移阵地复出。
网络表演、网络视听经纪机构
要依法合规为网络主播提供
经纪服务，维护网络主播合法
权益。

《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出台

据新华社济南6月22日
电 “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
有了最新进展。22日，济南
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
告人张国强制猥亵案一审公
开宣判，以强制猥亵罪判处被
告人张国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
年 7月27日晚，张国在参与
宴请时与被害人周某初次相
识，趁周某醉酒之机，在餐厅
前台附近及包间内对周某实
施猥亵行为。次日7时许，张
国到周某所住酒店房间内又
对周某实施猥亵行为。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国违
背妇女意志，趁被害人醉酒之

机猥亵被害人，其行为构成强
制猥亵罪。公诉机关指控张
国犯强制猥亵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
立。张国无认罪、悔罪表现，
应依法惩处。据此，法院遂作
出上述判决。

据了解，2021年7月底，
阿里巴巴集团一名女员工周
某在济南出差期间被侵害。
去年8月，济南市公安局槐荫
区分局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涉
嫌强制猥亵罪提请济南市槐
荫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
捕。经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
察院审查，犯罪嫌疑人张某涉
嫌强制猥亵犯罪，依法批准逮
捕。

“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一审宣判
张国犯强制猥亵罪被判一年半

韩国疾病管理厅22日表示，该
国确诊首例猴痘病例，防疫部门将
本国猴痘疫情预警级别上调至“注
意”。

在东南亚，新加坡卫生部门21
日深夜宣布确诊一例境外输入猴痘
病例。这显示这一波猴痘疫情继5
月在欧洲、美洲等非流行地区暴发
后，也已在亚洲出现。

据韩国疾病管理厅消息，确诊
病例为21日从德国经仁川国际机
场入境的韩国人。该患者入境时存
在疑似感染猴痘的症状，向疾病管
理厅申报后被归类为疑似病例，经
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和核
酸测序分析后，最终被判定为确诊
病例。目前患者已被送至仁川医疗
院接受治疗。

韩国防疫部门于22日召开危
机评估会议，决定将本国猴痘预警
级别从“关注”上调至“注意”。韩国
传染病预警级别从低到高分为四个
阶段，分别是关注、注意、警惕、严
重。

新加坡卫生部21日深夜通报
一例猴痘病例，为输入型病例，是
一名42岁的英国籍男性空中乘务
员，本月中旬随国际航班往来新加
坡，20日猴痘检测阳性，收治于新
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目前病情稳
定。

流调已确认的13名密接者将
按规定接受21天隔离，自最近一次
与患者接触起计。相关部门仍在调
查涉疫航班和病例在新停留期间轨
迹。

新加坡上一次报告猴痘病例是
在三年前。

新加坡是今年以来首个报告猴
痘病例的东南亚国家。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定于
23日主持召开世卫组织紧急委员
会会议，评估这波猴痘疫情是否构
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据新华社稿）

亚洲出现
猴痘病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赴陕西考察，为陕西擘画发
展蓝图。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三秦儿女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弘扬
光荣革命传统，更好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据新华社西安6月22日电）

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西藏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对西
藏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
署。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看望慰问西
藏各族干部群众，为西藏工作指明
前进方向。

西藏360多万各族儿女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嘱托，团结一心，砥砺前
进，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据新华社拉萨6月21日电）

奋力谱写雪域高原新篇章

扫码阅读
全文>>>

扫码阅读
全文>>>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陕西篇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6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继续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取稳定
粮食生产工作汇报，进一步部署确保全年
粮食丰收的举措；确定加大汽车消费支持
的政策；决定完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
的措施。

会议指出，面对当前复杂严峻、通胀
严重的国际环境，必须着力办好自己的
事。稳物价对稳经济大盘至关重要，粮食

稳产增产是稳物价、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的关键举措，也有利于世界粮食市场稳
定。各有关方面狠抓粮食生产，今年夏粮
小麦增产丰收已成定局、质量好于常年，
杂粮杂豆产量略增，油菜籽产量明显增
加，玉米等夏播已近八成，早稻和秋粮长
势良好。夏粮丰收和秋粮基础好来之不
易，为全年粮食稳产提供了坚实支撑。要
继续压实责任，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一要抓好夏粮收储，鼓
励多元市场主体收购，保质保量入库。二

要不误农时落实夏播面积，抓好玉米扫尾
播种，稳住双季晚稻，落实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任务。三要做好秋粮田间管理，
防范洪涝、夏伏旱、病虫等灾害。同时抓
好猪肉等菜篮子产品生产。

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的主拉动力，
是当前推动经济运行回归正轨的重要发
力点，促消费政策能出尽出。要进一步
释放汽车消费潜力：一是活跃二手车市
场，促进汽车更新消费。对小型非营运
二手车，8月1日起全面取消符合国五排

放标准车的迁入限制，10月1日起汽车
销售企业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时实行单独
签注管理、核发临时号牌。二是支持新
能源汽车消费。车辆购置税应主要用于
公路建设等，考虑当前实际研究免征新
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年底到期后延期问
题。破除新能源汽车市场地方保护。三
是完善汽车平行进口政策，有序发展汽
车融资租赁，支持停车场等建设。政策
实施预测今年增加汽车及相关消费大约
2000亿元。

活跃二手车市场、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支持停车场等建设

加大汽车消费支持政策确定

海洋工程新装备亮相

巡查无人机巡查无人机 海上大型围栏模型海上大型围栏模型
▶深海潜

水设备模型

▲自航耙吸式
挖泥船模型

6月22日，一名地震中受伤的小女孩在阿富汗帕克提卡省医院里接受救治。 （新华社发）

致命地震重创阿富汗
至少1000人遇难，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新华社阿富汗沙兰 6月 22 日电
房屋震成瓦砾，床单裹着死伤者……22
日，阿富汗东部遭遇强烈地震，当地官
员告诉新华社记者，地震及其引发的山
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000人遇难，1500
人受伤。

地震发生在凌晨时分，阿富汗东部
霍斯特省萨帕里区、帕克提卡省加延区
受灾尤其严重。在帕克提卡省首府沙兰
市，刚刚赶到的新华社记者看到，省立
医院住满伤者，一些人还是救援人员用
床单运送而来。为伤者献血的通道上，
志愿者排成长长一队……

这是20年来在阿富汗导致遇难人
数最多的一次地震。帕克提卡省新闻
和文化局长穆罕默德·阿明·哈迪法
说，仅在该省加延和巴尔马尔两个地

区，地震及山体滑坡就已造成至少
1000人死亡。阿富汗临时政府内政部
官员萨拉赫丁·阿尤比说，震区一些村
庄位置偏僻，因此遇难者人数可能还
会上升。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此次地震发
生在当地时间22日1时24分（北京时
间4时54分），震级6．2级，震源深度约
30公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
信息，本次地震震级为5．9级，震中位
于阿富汗东部城市霍斯特市西南40多
公里处。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表示，暂未收
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穆罕默
德·哈桑·阿洪德22日主持紧急会议，
要求各有关机构立即赶赴现场，利用一

切资源挽救生命，为受灾民众提供一切
必要援助。

在喀布尔通往灾区的公路上，记者
看到一辆辆救护车和满载帐篷、食品等
物资的卡车呼啸而过。阿富汗军方说，
300多辆救护车已抵达灾区。阿富汗红
新月会说，已向灾区派出数十名医疗人
员和志愿者。帐篷、药品、食品等也正运
往灾区。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说，人
道主义合作伙伴正准备与塔利班当局
协调，争取为灾区民众提供紧急避难
所、医疗和食品援助。巴基斯坦也表示
愿为灾区提供帮助。

2002年3月25日，阿富汗北部地
区发生6．1级地震，至少1800人遇难，
2000多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