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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和堂 14周年庆,三
七全场88折（特价款除外）
文山三七种植基地直供，自
然晾晒，溪水净洗，无蜡无
硫。整支文山三七周年庆
特价 99元/斤，新 20头三
七原价750元/斤，周年庆
1000元4斤再享88折仅合
220元/斤。全年仅此一次
的低价，莫错过！

苏和堂南禅寺店
（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旁）

电话：400-102-0026

·信息集中
·分类明细

·服务大众
·欢迎刊登

整支文山三七99元/斤
苏和堂周年庆全场88折

·丁煜宸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S320454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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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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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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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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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12时11分，谷神星
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将搭
载的泰景一号01／02星和东海
一号卫星共3颗卫星顺利送入预
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 (新华社发)

谷神星一号
遥三运载火箭升空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
局、国家药监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部署加强短缺药品和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中选药品的生产储备监测
工作。

通知要求，充分发挥省级会商
联动机制作用，进一步加强信息联
通共享，强化监测预警，完善短缺药
品分级应对管理措施，指导监督企
业履行好信息填报义务，不断提升
药品生产供应保障能力，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通知明确，列入监测范围的品
种包括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国家短缺
药品清单品种、国家临床必需易短

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品种，国家医
保局公布的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中选药品。监测品种目录实施动态
调整。

列入监测范围的企业包括短缺
药品生产企业、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中选企业、重点短缺药品储备企
业。监测企业目录实施动态调整。

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将
会同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药品监管
主管部门督促指导本区域内监测企
业通过线上方式填报生产储备信息，
协调组织生产供应。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对生产储备信息
进行分析、适时开展检查评估并公布
相关情况，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加强短缺药品和集采中选药品生产储备监测

动态调整监测品种、企业目录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记
者9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今年以
来，国家网信办高度重视网民举报
线索，多举措、出重拳清理处置一批
宣传炒作虚拟货币的违法违规信
息、账号和网站。

按照《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
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精
神，国家网信办督促指导主要网站
平台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持续保持
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高压打击态
势，加大对诱导虚拟货币投资等信
息内容和账号自查自纠力度。同

时，加强督导检查，对打着“金融创
新”“区块链”的旗号，诱导网民进行

“虚拟货币”“虚拟资产”“数字资产”
投资的989个微博、贴吧账号和微
信公众号依法予以关闭。

此外，国家网信办指导地方网
信部门约谈涉虚拟货币宣传炒作的
经营主体500余家次，要求全面清
理宣传炒作虚拟货币交易的信息内
容；并会同相关部门对专门为虚拟
货币营销鼓吹、发布教程讲解跨境
炒币、虚拟货币“挖矿”的105家网
站平台依法予以关闭。

集中整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
8 月 8 日，在韩国首尔江南

区，汽车被困在积水的道路上。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9日通报说，截至当天11时，包
括首尔、仁川、京畿道在内的首都
圈等地区的强降雨已造成8人遇
难，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另有9人
受伤，6人失踪。

据了解，9日凌晨，京畿道华
城发生山体滑坡，当地一家工厂
的集装箱宿舍被掩埋，造成一名
中国公民遇难。

受强降雨影响，首都圈地区多
处道路被淹，公共设施受损，部分
地铁线路停运。韩国行政安全部9
日宣布将暴雨灾害警报从“警戒”
上调至“严重”级别。 (新华社发)

韩首都圈强降雨 一中国公民遇难

8 月 8 日，在古巴马坦萨斯
省，救援车辆停在火灾现场附
近。

古巴马坦萨斯省马坦萨斯港
工业区一储油基地5日晚发生储油
罐燃爆事故。截至8日晚，已有4
个储油罐受火灾波及，目前火势仍
在持续。

由于燃料短缺、发电厂设备老
化等问题，古巴目前电力供应紧
张，多地采取限电停电措施。

按路透社说法，马坦萨斯是古
巴接收进口原油和燃油的最大港
口，储存在此的燃油主要用于发
电。这起储油罐燃爆事故可能加
重古巴电力系统负担。

(新华社发)

古巴储油基地大火持续 电力系统受冲击

新华社南京8月 9日电 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继续在台
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
重点组织联合封控和联合保障行动。

战区空军出动预警机、歼击机、
加油机、干扰机等多型多批战机，
重点组织了制空作战、空中加油、
对海支援等演练。空中作战兵力着

力检验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态势感
知、战术选择和战法运用能力。支
援保障兵力密切协同，保证空中作
战兵力长时在空，持续遂行封控任

务。任务部队还在战区统一指挥
下，进行了海空联合搜救、弹药物
资补给、装备器材抢修、伤员救护
转运等训练。

东部战区接续开展联合演训

重点组织联合封控和联合保障行动

8月9日，“红轨”试验线列车停靠在江西兴国县永丰站。
当日，国内首条稀土永磁磁浮轨道交通工程试验线——“红轨”，在江西兴国县

正式竣工，并实现将稀土永磁磁浮技术与空轨技术结合，建成中低速、中低运量的新
制式轨道交通系统。“红轨”试验线正线全长约800米，均为钢构高架线，最高设计运
行速度为80公里每小时。 (新华社发)

国内首条稀土永磁磁浮
轨道交通工程试验线

“红轨”竣工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记
者9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第2个实
验舱段——梦天实验舱已完成
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近日运
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梦天
实验舱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
各项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
良好，参试各系统正在有序开展
各项任务准备。

梦天实验舱运抵文昌发射场
后续按计划开展各项总装和测试

目前，国内呈现多点散发和
局部规模性疫情交织态势。正值
暑期旅游旺季，人口流动频繁，聚
集活动增多，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为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
风险，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提醒：请大家持续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务必严格遵守疫情防控
规定！

7日内有海南省三亚市、陵
水黎族自治县、儋州市，广东省湛
江市，浙江省金华市，新疆伊犁
州，河北省石家庄市，西藏拉萨
市、日喀则市等涉疫地区旅居史
的人员，要提前通过“入锡申报系
统”进行自主申报或向所在社区
（村）、单位或入住酒店报备，积极
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广大市
民如发现身边亲友近7天内有本
土阳性感染者或中高风险区所在
县（市、区、旗）旅居史的，务必提
醒其第一时间申报。故意隐瞒或
未及时报备，导致疫情传播扩散
的，将承担法律责任。

随时关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变化情况，非必要不前往高、中风
险区以及发生本土疫情的地区。
如确需前往的，主动配合当地防
控措施，途中做好个人防护。从
外省旅游、出差返锡后，及时主动
做一次核酸检测，并做好自我健
康监测。

暑假期间，聚会、旅游等活动
增加，切勿放松警惕，仍需严格落
实“戴口罩、勤洗手、常测温、勤通
风”等个人防护措施，养成良好的
个人卫生习惯。密切关注自身和
家人健康状况，如出现发热、咳
嗽、乏力、咽痛等症状，要规范佩
戴好口罩，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
就诊，就医途中避免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日常生活及外出旅行期间，
如何做好健康防护？这份指南请
收好——

出发前：
● 坚持非必要不出境，不去

中高风险地区旅行。
● 出发前向目的地所在社

区（村）、单位报备。
● 尽量选择通风良好的景

区景点，减少不必要的聚集。
● 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

的疫情形势和防控政策。
● 准备好足量的医用口罩、

消毒湿纸巾、免水洗手液等。
● 关注身体状况，出现不适

症状时尽早就医，不要带病出游。
旅途中：
● 注意随身携带口罩，正确

规范佩戴口罩，特别是乘坐飞机、
汽车、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
在人群密集的景区时。

● 在车站、景区景点等场所
排队等候时，注意与他人保持1
米以上安全距离；在景区游览时，
尽量避免人员扎堆聚集。

● 选择卫生状况较好、通风
设施比较完善的宾馆和酒店，入
住后要及时开窗通风。

● 旅途中尽量减少在交通
工具上的用餐次数，如必须就餐，
避免和其他乘客面对面就餐，就
餐时不要交谈。

● 注意做好行程记录，如飞
机航次、动车班次时间和具体的
座位号，用餐饭店或住宿宾馆名
称、地址等信息。

旅行归来：
● 下车回家后，使用含

75%酒精或含氯消毒剂喷洗外
套、裤子、行李箱和手机等。

● 少串门，少聚集，减少不
必要的聚餐聚会，少去人员密集
的场所。

● 按相关防疫要求做好相
应的健康管理和自我健康监测。

● 密切留意疫情动态，若发
现自己或家人有涉疫地区旅居史
的，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
（村）、工作单位或所住酒店报备。

无锡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8月9日

多个旅游城市报告疫情
持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俄罗斯的一枚运载火箭9日成功
发射伊朗“海亚姆”遥感卫星。与此同
时，伊朗方面驳斥美国媒体此前称“俄
方将利用这颗卫星”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9日在一份
声明中说，该国的“联盟－2.1b”运载
火箭当天早些时候在哈萨克斯坦境内
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将伊朗的“海
亚姆”遥感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据美联社报道，上述俄运载火箭
于莫斯科时间8时52分点火，升空约
9分钟后“海亚姆”卫星成功入轨。伊
朗航天局说，在该卫星随俄火箭启程
不到两小时后，伊方地面站收到来自
这颗卫星的首批遥测数据。

俄国家航天集团总裁尤里·鲍里
索夫说，成功发射“海亚姆”卫星是俄
罗斯与伊朗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据新华社稿）

俄火箭发射伊朗卫星

新华社华盛顿8月8日电 美国
前总统特朗普8日称，他位于佛罗里
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遭到美国联邦
调查局人员的突击搜查。

海湖庄园是特朗普和家人在佛罗
里达州的主要住所。特朗普当日在一
份声明中说，海湖庄园被大批联邦调
查局人员包围、搜查和占据，他的一个
保险箱还被强行打开。

美国联邦调查局及美司法部尚未
就这一事件公开表态。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目
前进行的多项调查涉及特朗普。海湖
庄园被搜查时，特朗普本人正在纽约
市。

美联邦调查局
搜查特朗普住所

8月9日，红狮跳伞队在新加坡滨
海湾举行的国庆庆典上表演高空跳
伞。新加坡9日举行国庆庆典，庆祝
独立57周年。 （新华社发）

新加坡国庆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