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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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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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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租公告
出租物：无锡和畅睦邻中

心农贸市场及社区服务中
心，出租面积：农贸市场面积
约4 0 0 0㎡，社区服务中心
面积约300㎡，租赁形式：毛
坯出租。联系单位：无锡新
泽和畅睦邻中心开发管理有
限公司 招租截止日期：202
0年1月9日 联系人：李女
士 电话：0510-68519777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

理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1232020
0466305826C）、无锡市新
区科学技术服务中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23202004
662936693）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分别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2019年12月2
3日起90日内向各事业单位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

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
无锡市新区科学技术服务中心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无锡市体育局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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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9年12月30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迪哲（江苏）医药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
本由原来的 19277.1085 万
美元减少至16379.5181万美
元，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天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联系人：董韡
雯 电话：18921298870 地

址：无锡市新吴区汇融商务
广场E楼（5号楼）4105室

遗失启事
·无锡爱尔拓燃气技术设备
有限公司分公司遗失注册号
为320211000118022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各一张，声明
作废
·无锡市应急管理协会遗失
《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票
据50份，票号1633051-16

33100，声明作废
·无锡华熙电力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梁溪区安云小吃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213
MA1XC6QF92）编号为：32
0213000201810230240的
营业执照正本一张，编号为：
32021300020181023026
3的营业执照副本一张，声明
作废
·朱钦熠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320879754，声明作

废
·曹根仁遗失西曹41号、41-
1号、41-2号拆迁协议，声明
作废
·无锡市锡山区卫监疾控工
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Z3020000064702，
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圣莘技术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
20206MA1N8U3987 )编
号为3202060002018091
1 0 1 3 5的营业执照副本一

张，声明作废
·无锡圣莘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
02002 7 7 4 7 3 0 1（开户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太湖新城支行），声
明作废
·遗失无锡禾润泰服装有限
公司（注册号3202060000
84735）编号为32020600
0200806230088S的营业
执照副本一张，声明作废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铁塔”）
主营业务为铁塔建设、维护、运
营，基站机房、电源、空调配套设
施和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维护、
运营及基站设备的维护。现有某
些公司或个人（以下简称“该等第
三方”）以5G通信建设为由，假借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方身
份开展洽谈租用市政公共设施、
小区物业或业主共用设施等经营

活动，现声明如下：
一、无锡铁塔从未授权该等

第三方就5G通信建设开展任何
商业活动，未授权签署市政公共
设施或业主共用设施租赁协议，
亦未与该等第三方就5G通信建
设签署业务协议。

二、未经无锡铁塔授权，任何
主体无权以“中国铁塔授权合作
方”等名义开展经营活动。无锡
铁塔将收集相关证据，运用法律

手段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三、社会各界如发现不法分

子以无锡铁塔授权合作方名义承
揽业务，请审慎对待，严格核查相
关证明文件，并及时与无锡铁塔
沟通、核实，必要时也可直接向当
地公安机关报案。

特此声明。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分公司
2019年12月30日

声 明银城东樾府（尚锦城A地块）高层 1号
楼166/167单元、2号楼168/169单
元业主：

您购买的我公司开发的银城东樾
府（尚锦城）项目以上2个楼栋商品房
已通过竣工验收，具备交付条件，请您
于2019年12月29日-2019年12月
31日至银城东樾府售楼处办理交房
手续。具体时间点、交付地点以我司
给您寄发的《房屋交付通知书》为准，
若您未及时收到《房屋交付通知书》，
亦可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此时间段
前往办理交付手续。

开发公司咨询电话：
0510-85915888
特此公告。
新城房地产开发（无锡）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8 日

交房公告

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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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农贸市场搬迁改造统

一工作安排，从2019年 12月 28

日起，无锡市锡澄路农贸市场搬

迁至无锡市苏南农副产品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城北市场（锡澄路280

号-1，北滨路与锡澄路交叉口，原

市场向北100米）。因搬迁给您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敬请互相转告。

有事联系请拨打：0510-
81000215 邹先生

搬迁公告

7位数 第192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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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排列5 第193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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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 第2019150期
2 9 14 22 27 29 + 2
3D 第2019349期 8 7 8
15选5 第20193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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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为充
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的关
怀，日前，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央组
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19740
万元，专门用于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

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
部。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战斗在脱贫攻
坚一线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干部、
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以及“共和国勋
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和因公去世
干部家属要一并走访慰问。对村（社

区）老骨干、因病致贫的特困群众、确有
困难的基层党务工作者也可纳入走访
慰问范围。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作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效的重要举措，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用
心用情做好有关工作，使走访慰问活动
成为凝心聚力的暖心工程。各级党委
组织部门要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春节
前发给慰问对象，做到专款专用。

中组部划拨19740万元中管党费用于慰问生活困难党员

专款专用确保春节前发给慰问对象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
电 我国原创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新药“九期一”29日正式在国内
上市。药物研发团队表示，拟于
2020年开展国际多中心3期临
床研究，并争取5年内进行新药
全球注册申报。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
所当天于北京主办的“九期一”全
球战略发布暨第一届脑肠轴论坛
上，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董事
长吕松涛说，拟于明年启动的国
际多中心3期临床研究，将以超
过2000例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为对象，在北美、欧盟、东欧、

亚太等地区的200个临床中心开
展12个月的双盲试验和6个月
的开放试验。

2019 年 11 月 2日，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有条件批准“九
期一”上市，“用于轻度至中度
阿尔茨海默病，改善患者认知
功能”。该药将调节肠道菌群
作为减缓阿尔茨海默病进展的
新策略。

据了解，“九期一”上市后单
盒药物定价为895元，月费用约
3580元（28天计算）。患者可凭
医生处方，在全国各大专业药房
（DTP药房）购买。

阿尔茨海默病原创新药上市
以调节肠道菌群减缓病程进展

据新华社南京 12 月 29 日
电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罕见
病，患者身体逐渐硬化，被称为

“木偶人”。记者29日从南京医
科大学了解到，该校科研人员新
近发现一种与多发性硬化症相关
的蛋白，有望为患者提供新的治
疗思路。

该蛋白名为GSDMD，南医
大杨硕教授课题组在小鼠实验
中发现，它能够加剧疾病发展，
将其抑制则能够有效缓解临床
症状。

杨硕告诉记者，多发性硬化
症的病因是免疫系统中的T细胞

“失控”，攻击自身神经系统。“以
往研究发现，人体内的炎症小体
会释放炎性物质，导致T细胞被

异常激活。”杨硕说，目前临床首
选用药的机理就是抑制炎症小
体，希望借此“控制”T细胞。

杨硕介绍，细胞炎性坏死的
过程被称为“焦亡”。小鼠实验
证实，当外周髓系细胞被GSD-
MD“执行”焦亡时，将引发炎症
微环境，促进T细胞在外周淋巴
器官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加剧小
鼠多发性硬化症的症状；如果小
鼠缺失GSDMD或该蛋白受到
抑制，细胞焦亡也会受到抑制，
释放的炎性物质明显减少，T细
胞活性也会减弱，小鼠症状得到
缓解。

“从免疫学角度看，这项研究
为我们理解多发性硬化症的致病
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杨硕说。

南医大新发现罕见病致病蛋白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阿列克谢·
克里沃鲁奇科28日说，军工专家拟提
高俄方两种型号高超音速导弹的速
度至10马赫以上，即10倍于音速。

克里沃鲁奇科告诉《红星报》记
者，“匕首”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
速度将突破10马赫，即每小时7600
英里（约1.22万公里）。

“制造高超音速武器，是为了将
他们从空中（‘匕首’）、陆地和海上
（‘锆石’）载具发射，”他说，“关键技
术的研发正在推进，以确保提高飞行
速度……射程和精确度。”

另外，克里沃鲁奇科披露，“先
锋”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开始量产，国
防部将为驻扎在科泽利斯克的战略
导弹兵团换装这一型号导弹。

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先
锋”导弹27日开始作战值班。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24日提及这些武器，说俄军已经装
备“匕首”、“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系
统和“口径”巡航导弹；开始装备“先
锋”；其他武器系统研发正在按计划
推进，包括“锆石”、“萨尔马特”洲际
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以
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

（据新华社）

俄两型高超音速导弹

欲突破10马赫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
电 商务部部长钟山29日说，今
年以来，“稳外资”工作成效明显。
前11个月，我国吸引1亿美元以上
外资大项目722个，增长15.5％。

2019年全国商务工作会议
29日在北京召开。钟山在会上
说，今年以来，商务运行总体平
稳，主要指标稳中向好，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成效。

“稳外资”方面，钟山介绍，
今年以来，我国完善法规政策体
系，推动出台外商投资法及实施
条例、“稳外资20条”等政策措

施。加快放宽市场准入，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全国版减至40条，自
贸试验区版减至37条，清理取消
负面清单以外的限制措施。修
订鼓励外资产业目录，加强投资
促进保护。

此外，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
易港建设稳步推进，“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深入开展，多双边区域
合作持续深化。

钟山表示，2020年，要推动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推动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推动商务高质量发
展，推动经贸强国建设。

前11个月我吸引外资大项目722个

多措并举稳外资成效明显

这是12月28日在埃及吉萨拍摄的用咖啡杯拼成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图案。小图为人们用咖啡杯创作图
案。当日，埃及旅游和文物部在开罗附近在建的大埃及博物馆举行仪式，庆祝埃及青年用咖啡杯拼成的巨型图
坦卡蒙黄金面具图案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新华社发）

咖啡杯拼成巨型图案打破吉尼斯纪录

英国政府在网上不慎泄露1000
多名政要和名流的住址，包括乐坛巨
星埃尔顿·约翰和奥斯卡奖影片导演
萨姆·门德斯。英国内阁办公厅28日
道歉，着手采取补救措施。

英国政府每年发布两次嘉奖名
单，通常年中一次、年底一次，以表彰
优秀官员、执法人员、体育界和演艺界
人士、社区工作者等。

令人吃惊的是，英国内阁办公厅
27日深夜在网上发布的嘉奖名单中

不但含人名，还把获奖者的家宅住址
和办公地址等信息“一并附上”，并且
把名单设置为可下载文件。

一名英国女子下载这份名单后，
当即察觉不对劲。她告诉英国《卫报》
记者：“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以为他们以前也这么干，但是一查
往年名单，压根不含这种（家庭住址）
信息。我意识到，他们一定犯了灾难
性的大错误！”

英国内阁办公厅28日凌晨从网

上紧急撤下名单。然而，名单已经
“晒”了1个多小时，尚不清楚有多少
人下载过。

内阁办公厅发表道歉声明：“我
们向所有受影响者道歉，正调查事
件起因。我们已经向信息监管局报
告此事，着手直接联络所有受影响
者。”

数据安全专家拉维·奈克担心，这
起数据泄露事件可能“造成灾难性影
响”。

“数据一旦泄露，就难以再重新
‘收回瓶中’。这些是敏感信息，将像
病毒一样散播开去，要想补救难于登
天，”奈克说，“对国防部员工而言，这
还构成安全风险。”

奈克呼吁政府尽量采取补救措
施，但承认“总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搬家
吧”！

根据英国法律，泄露信息可能面
临罚款等处罚措施。英国信息监管局
承诺彻查此案。 （据新华社）

英政府不慎泄露上千政要名流住址手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