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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
无锡日报社

声 明

法院公告
(2022)苏0213民催3号

申请人晶彩（无锡）机电
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现

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晶彩（无锡）机电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
行承兑汇票，票号10200052
26750080,票面金额人民币
20万元，出票人无锡西铁盟
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无锡
市优之建贸易有限公司，汇

票到期日 2022 年 11 月 22
日。三、自公告之日起 12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
无效。

特此公告。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2022年9月13日

法院公告
(2022)苏0213民催2号

本院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无锡市

赛金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的公

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

行承兑汇票(票号10200052

26746206，票面金额人民币

2万元，出票人无锡威顺煤矿

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无锡

高压清洗设备有限公司，汇

票到期日2022年7月18日)，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22年9月13日

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无锡市

赛金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持有

的票号10200052 26746206，

票面金额人民币2万元的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

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无锡

市赛金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有

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特此公告。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2022年9月13日

遗失启事
·无锡市急救中心遗失单位
原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本人江苏省无锡市育
红小学吴湘琦退休证，编号
7190，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9月
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多哥总统福
雷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深
厚。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坚定相互支持，务实合作成果丰
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国人民守望相
助、共克时艰，谱写了中多友谊新篇
章。我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愿同
福雷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
周年为契机，巩固政治互信，在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
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多关系迈上
新台阶，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多哥
建交50周年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
部能上能下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规定》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吸收了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健全能上能
下的选人用人机制，对于推动形成
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
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建设忠诚干
净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具
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及其

组织（人事）部门要切实扛起全面从
严管党治吏的政治责任，做到真管真
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推进干部能
上能下常态化。要坚持严管和厚爱
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做好深入细
致思想工作，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
性。要加强督促检查，对贯彻落实
《规定》不力的，严肃追究责任。执行

《规定》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
报告党中央。

中办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能者上 优者奖 庸者下 劣者汰

新华社北京 9月 19 日电 日
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对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
总经理盛光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盛光祖理想信念丧失，政
治意识淡漠，对抗组织审查，热衷迷
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收受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在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
益；对亲属失管失教，纵容、默许亲
属倚仗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将公
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靠海关
吃海关”“靠铁路吃铁路”，用人腐败
和用权腐败交织，利用职务便利为

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方面
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盛光祖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
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
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
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
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盛
光祖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
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盛光祖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据新华社武汉9月19日电 继
2006年、2012年、2017年之后，第4
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学考察19日
在武汉正式启动。这是长江实施全
面禁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
护法》颁布施行后，首次开展长江流
域物种系统调查。

本次科考将全面掌握长江江豚
种群数量分布和栖息地环境现状，
整体评估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结构
及变化趋势，科学分析长江江豚致
危因素和保护措施效果，为制定更
有针对性的长江江豚保护方案提供
依据。

湖北江段是长江江豚的重要栖
息地之一。2020年至今，武汉城区
江段出现长江江豚超20次、近210
头次。在宜昌城区江段，更有一片
水域常年活跃着一群江豚，成为爱
豚人士的“网红打卡点”。在长江支
流汉江潜江段，近30多年来首次发
现了江豚的身影。长江江豚为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属于长江特有
淡水鲸豚类动物，是评估长江生态
系统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2017
年的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显示，
长江江豚数量约为1012头，种群极
度濒危。

长江流域物种系统调查开展

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生
态环境部等17个部门和单位近日联
合印发《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
战行动方案》，要求到2025年年底，
长江流域总体水质保持优良，干流水
质保持Ⅱ类，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
续提升，重要河湖生态用水得到有效
保障，水生态质量明显提升。

行动方案提出四大攻坚任务。在
持续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方面，要深
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强化船舶

与港口污染防治、加强磷污染综合治
理、推进锰污染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尾
矿库污染治理等。在深入推进水生态
系统修复方面，要建立健全长江流域
水生态考核机制、扎实推进水生生物
多样性恢复等。在着力提升水资源保
障程度方面 ，要严格落实用水总量和
强度双控制度、巩固小水电清理整改
成果等。在加快形成绿色发展管控格
局方面，要推动全流域精细化分区管
控、完善污染源管理体系等。

长江水环境综合治理持续深化

新华社伦敦9月19日电 英
国19日为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举行国葬，英国王室成员、政府官
员、神职人员、外国王室成员和政要
等出席。

这场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
行的葬礼持续大约一小时。葬礼即
将结束时，英国全国默哀两分钟。

当地时间19日下午，女王灵柩
将运抵伦敦以西的温莎城堡。当天
晚些时候，女王将与其已故丈夫菲
利普亲王葬在一起。

伊丽莎白二世8日在苏格兰巴
尔莫勒尔堡去世，终年96岁。她于
1952年继承王位，是英国历史上在
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英国举行国葬
送别伊丽莎白二世

据新华社西宁9月19日电 一
架大型无人机日前在青海省阿尼玛
卿雪山区域的高空下投12枚探空
仪，结合机载合成孔径雷达等设备

“扫描”青藏高原大气垂直结构和下
垫面，我国高空大型无人机高原气象
观测试验在青藏高原作业成功。

据介绍，探空仪完成对青藏高原
大气垂直和下垫面“扫描”后，三江源
地区云系分布、水汽结构、风场及下
垫面情况等观测数据实时传回地面
指挥系统。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也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
区。由于气候恶劣，在青藏高原建站
困难、大气垂直结构及下垫面观测信
息缺乏。借助高空大型无人机长航
时、长航程、可机动观测的优势，通过
机载下投式探空系统可完成对目标
区域垂直大气的精细化探测。

“通过下投式探空系统获取的垂
直大气探测资料，可为三江源等地区
大气垂直探测与水分循环三维结构、
水补给等研究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试验相关负责人介绍。

雪山上空投下12枚探空仪
大型无人机高原气象观测试验在青藏高原作业成功

扫 码 阅 读
《规定》全文>>>

据新华社东京 9月 19日电
台风“南玛都”19日再次在日本登
陆，九州及本州西部地区出现山体
塌方和浸水等灾情，并造成人员伤
亡。

日本气象厅说，超强台风“南
玛都”继18日晚在日本鹿儿岛县
登陆后，于19日下午在岛根县附
近再次登陆，随后以每小时35公

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日本
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暴风或强风
区域。

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
间18时，“南玛都”已造成2人死
亡、1人失踪、至少108人受伤。九
州和本州西部地区近25万用户断
电。

此外，受“南玛都”影响，日本

九州新干线、山阳新干线和东海道
新干线停运，京都、大阪和神户地
区电车线路也大都停运。仅日本
航空和全日空两家航空公司就取
消超过800个航班。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推迟了原定于当天出发前
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召
开会议要求相关部门尽快了解受
灾情况，并做好救灾应急准备。

台风“南玛都”再次登陆日本
造成2人死亡、1人失踪、至少108人受伤

日本政府日前发布数据显示，日
本今年1月至6月出生人口不到40
万，同比减少5％，为2000年以来同
期最少。

据共同社19日援引厚生省4日
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报道，日本今年
前6个月出生的新生儿总计384942
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0087人。数据
涵盖侨居海外日本人生的孩子。

共同社报道说，上半年数据预示
着日本今年全年新生儿总数可能低
于去年的811604人，甚至可能跌破
80万关口。日本政府自1899年开始
统计人口数据以来，从未跌破这一关
口。

日本内阁府发布的一份关于出
生率下降的白皮书认为，新冠疫情加
重了二三十岁年轻人对婚姻、工作、
家庭等方面的担忧。日本今年前6个
月婚姻登记数量为265593桩，比去
年同期增加243桩，但与疫情暴发前
的2019年相比，减少5万多桩。

（新华社稿）

日本上半年
出生人口不足40万
为2000年以来同期最少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18日电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居民18日以绿
色出行的方式度过一年一度的“无车
日”。除倡导低碳出行外，今年“无车
日”活动还重点关注儿童出行的问题。

今年布鲁塞尔“无车日”活动的主
题是“让布鲁塞尔成为孩子们的城
市”，其间推出了一系列便利儿童出
行、让城市公共空间更容易接纳儿童
等方面的推广活动。例如，布鲁塞尔
大区向所有学校发放了统一的“星光
榜”模板，孩子们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和
上学方式写在一颗颗“星星”上，最后
由学校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各自的“星
光榜”。

“无车日”活动还在比利时50余
座市镇展开。“无车日”活动也是16日
至22日举行的“欧洲易行周”的重要
组成部分。今年“欧洲易行周”的目标
是改善公共空间、减少道路上的车辆
数量，从而降低与之相关的污染。

布鲁塞尔“无车日”
关注儿童出行

9月18日，人们在比利时布鲁塞
尔骑车出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