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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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启事
·失无锡东城房地产有限公
司开具给无锡苏宁小店商贸
有限公司收款收据一份编号
1051402金额6130元，收
款内容267-43装修押金，
声明作废
·张悦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C320447377，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市中心支公

司保险业商业险保单，号码
为80511201932028700
4688，作废
·遗失无锡市宏运石料安装
服务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20211MA1R33
DT89）编号为：32021100
0201808020126的营业执
照正本一张，编号为：32021
1000201808020128的营
业执照副本一张，声明作废

·邓任建遗失士官证，编号士
字第11011481513，声明
作废
·顾亚萍遗失江苏职工医科
大学毕业证书，编号50455
5200506000525，声明作废
·黄新国遗失无锡信源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赛格电
子市场3-2163销售不动产
统一发票（自开）1份（发票
联）发票代码2320013901

11发票号码02837770金
额40800元，声明作废
·李仁辉遗失无锡市金桥商
贸城市场有限公司开具的1
208号保证金收据，编号00
0059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洪建遗失无锡信源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开具的赛格电子
市场3-2247销售不动产统
一发票（自开）1份（发票联）
发票代码232001390111发

票号码02837771金额402
00元，声明作废
·崔俊浩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320140965，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大殿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市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北塘办事处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Z302000
0390302，Z30200003902
02，声明作废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9年
12月10日上午10:00在无锡市金
和大酒店17楼会议室对别克等机
动车10辆(整体拍卖)进行公开拍
卖，参考价：49.6万元。

即日起接受咨询、预约看样。
有意参拍者请于2019年 12月 9
日16时前携有效证件（限单位购
买）及参拍保证金5万元到本公司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中除增值
税以外的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联系方式：13706178117 钟
先生

公司地址：无锡市解放东路
900号505室

2019年12月3日

无锡华东拍卖行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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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公民献血办公室
无锡市红十字中心血站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日下午在北京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共
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
通气仪式。

习近平通过视频和正在索契
的普京互致问候。

习近平对管道投产通气表示
热烈祝贺，向两国广大建设者致
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东线
天然气管道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标
志性项目，也是双方深度融通、合
作共赢的典范。2014年，我同普
京总统见证了双方签署项目合作
文件。5年多来，两国参建单位
密切协作，广大工程建设者爬冰
卧雪、战天斗地，高水平、高质量
完成建设任务，向世界展现了大
国工匠的精湛技艺，展示了中俄
合作的丰硕成果。投产通气既是
重要阶段性成果，更是新的合作
起点。双方要打造平安管道、绿
色管道、发展管道、友谊管道，全
力保证管道建设和投运安全可
靠，促进管道沿线地区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
交70周年，我和普京总统共同
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一致决定继续将
发展中俄关系作为各自外交优
先方向，坚定不移深化两国战略
协作和各领域合作。当前，中俄
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时
期，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希望
双方再接再厉，打造更多像东线
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拳头项目，为
两国各自发展加油助力，更好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中俄代表分别在黑河、阿塔曼
斯卡亚和恰扬金3个管道沿线站发
言，向两国元首汇报：俄方已准备好
向中方供气、中方已准备好接气。

普京下达指令“供气！”
习近平下达指令“接气！”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

罗斯东西伯利亚，由布拉戈维申
斯克进入我国黑龙江省黑河。俄
罗斯境内管道全长约3000公里，
我国境内段新建管道3371公里，
利用已建管道1740公里。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全线建成后，每年可稳定供气380亿立方米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

“三严三实”的要求，强调各级领导
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
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三严三实”要求是共产党人
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
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
道、成事之要。

201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
案》。《方案》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照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
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
求，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
担当，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切
实增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在深化“四

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效，在守
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
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
稳定上见实效。

从2015年4月底开始，“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在全党展开，中央
政治局带头，坚持以上率下、示范
带动。各级党委主要抓了集中学
习、专题党课、专题研讨、查摆整改
4方面的工作。

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延展深化和加强党的思想
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分批次、不
划阶段、不设环节，各级同步进
行。它不是一次活动，而是融入领
导干部经常性学习教育。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党
性上进行了又一次集中“补钙”和

“加油”。特别是绷紧了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使深化党风廉
政建设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2019年12月1日，《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
布。蓝图绘就，做好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大文章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

纲要擘画一幅美好民生图景：
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不断保障
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加
普惠便利，让长三角居民在一体化
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共
同富裕。

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共同打
造数字长三角，协同推进跨区域能
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省际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加速推进。

建立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信息
沟通和应急联动机制；开展养老服
务补贴异地结算试点；鼓励学校跨
区域牵手帮扶；全面实施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化管理……

瞄准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痛
点”“难点”，纲要提出一系列实质
性举措。

扫码进入“无锡观察”，看看专
家对《纲要》的解读>>>

擘画美好民生图景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一系

列实质性举措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
布，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
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
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香港修例风
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
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坚

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
政，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态度。针对
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
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
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
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

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
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
织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
误，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
内政的言行，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
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
定繁荣，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
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
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
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
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
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
理应受到制裁，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并制裁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的美非政府组织

新华社沈阳12月2日电 2019年
12月2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宣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
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努尔·白克
力受贿案，对被告人努尔·白克力以受
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努尔·

白克力受贿犯罪所得赃款及其孳息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努尔·白克力当庭
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18年，
被告人努尔·白克力直接或通过他人
非法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折
合人民币共计7910万余元。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努尔·白克力一审被判无期

2日，横跨中俄两国的能源大动脉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业内人士表示，中俄东线天然气管
道投产通气，是中俄在能源领域务实合
作的重要成果，有利于将俄罗斯的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利于带动中俄
两国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将
进一步改善我国能源结构，使我国天然
气进口资源更趋多元化，对于保障我国
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境内，中俄东线天然气管

道途经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河
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9个省区
市。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将与我国现
有区域输气管网互联互通，向沿线地
区稳定供应天然气资源。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在增强我国天然气资源保障能力的同
时，在我国天然气整体流向“自西向
东”的基础上，增加了“北气南下”流
向，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东部地区的天
然气管网布局，与东北管网系统、陕京
系统、西气东输系统互联互通，共同组
成纵贯南北、横跨东西、连接海外的天
然气管网格局，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

全意义重大。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对提升东部地区清洁能源供应量、改
善我国大气环境、优化能源结构、实现
节能减排、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具有
重要意义。

据介绍，中俄东线全线建成后，每
年可向东北、环渤海、长三角地区稳定
供应清洁优质的天然气资源380亿立
方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64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182万吨，
惠及沿线9个省区市4亿多人口，将
有效改善沿线地区大气质量。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北气南下”提升东部地区清洁能源供应量

将有效改善沿线地区大气质量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整治

“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等“政绩工
程”、“面子工程”问题的通知》，要
求把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
等“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问题纳
入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内容，深化学
习教育，抓好自查评估，认真整改
规范，加强督促指导，从严从实抓
好整治工作。

通知指出，近年来，脱离实际、
盲目兴建景观亮化设施，搞劳民伤
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在
一些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欠发达
地区城镇建设中都有所发现，不仅
造成国家财力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而且助长弄虚作假、奢侈浪费的不
良风气。要充分认识这些问题的

危害性，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施治，
稳妥有序抓好整治工作。

通知强调，要抓好自查评估，
认真整改规范。必要的亮化工程可
以搞，但要从实际出发。地方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全面开展排查和整
改，结合主题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本地景观
亮化工程等城镇建设项目进行梳理
评估，看是否存在违背城镇发展规
律、超出资源环境承载力、超出地方
财力、背离人民群众意愿的“政绩工
程”、“面子工程”，一项一项对照检
查，对违规建设的行为进行检查和
处理。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
合起来，着眼长效、立足规范，围绕
动议、规划、审批、建设等方面建立
健全相关机制，从源头上防止“政绩
工程”、“面子工程”。

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昨日发布了“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
语”，透过这十个流行网络用语，折射出今年鲜活生动的网民生活百态，
扫码进入“无锡观察”，看看你最常用哪几个>>>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公布

工作人员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黑河首站场区巡检。 （新华社发）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我国境内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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