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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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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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无锡嘻宝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股东会于2020年3月1
7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人：沈雪龙 联
系电话：13665184006 地

址：无锡市运河东路555-1
511

遗失启事
·丁琅铭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320276923，声明作
废
·遗失陈漕湾公墓姚玲娣墓
穴证一张，声明作废
·无锡福汉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司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无锡板桥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汽车道路运输证苏BQ90
39（黄）苏交运管锡字3202
00007487号，声明作废
·无锡市惠山区惠和残疾人
服务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0200080167

04，声明作废
·张海雨遗失中海地产（无
锡）有限公司开具海雅锦园
三期21栋的定金收据1份，
编号：WXHYTX14723金
额：3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电视台高洁记者
证，证号：G320012550001
15，声明作废

停电预告
(2020年3月20日、26日部分停电调整)

因电网建设、设备检修等需要，拟对
以下线路进行计划停电，请停电范围内
的用户做好准备。我们将尽量早完工、
早送电。我们对停电给您带来的不便深
表歉意，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帮
助。

原3月20日部分停电调整
原计划：
1、停电时间：7:00～14:30 停电线

路：10kV 朱巷线朱巷 1#柜朱巷环
F233A后段、中北线中北1#柜中北环
F212A后段、桥边线桥边6#柜桥边环
F225A—桥中联—桥边1#柜桥边F225
中段、锡星线锡星柜锡星1环F224A后
段 影响范围：中北新村、苏州市鑫之
源物业管理、嘉宝置业、机关幼儿园等部
分用户

调整为：
1、停电时间：7:00～14:30 停电线

路：10kV 朱巷线朱巷 1#柜朱巷环
F233A后段、中北线中北1#柜中北环
F212A—中置—桥中联中段、桥边线桥
边6#柜桥边环F225A—桥中联—桥边
1#柜桥边F225中段、锡星线锡星柜锡
星1环F224A后段 影响范围：中北新
村、苏州市鑫之源物业管理、嘉宝置业、
机关幼儿园等部分用户

原3月21日部分停电调整
原计划：
1、停电时间：9:00～14:30 停电线

路：10kV 绿洲线绿洲 2#柜绿洲 1 环
F214A后段 影响范围：黄巷上等部分
用户

调整为：

1、停电时间：7:00～16:30 停电线
路：10kV 绿洲线绿洲 2#柜绿洲 1 环
F214A后段 影响范围：黄巷上等部分
用户

原3月26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电取消：
1、停电时间：7:00～11:30 停电线

路：10kV大池线大贾后段 影响范围：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二机动总队机
动第一支队(8720部队营区)等部分用户

说明：1、以上线路停电工作,早完工早
送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
电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
倒送电。2、遇雨天等不能工作停电相应取
消。3、详见“95598智能互动网站——停电
公告”。

国网无锡供电公司

网上国网APP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
微信公众服务平台

无锡电蜜蜂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牵动着每个
人的心，此时，我们每个人保护好自
己，就是给国家做的最大贡献。对
车主们来说，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
要做好防护。今天我们就聊聊在用
车方面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1、开车要不要戴口罩？
视情况决定。在张文宏教授撰

写的《新冠病毒支招防控》中，他对
于戴口罩的情况有几种建议：到公
共场所、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场所、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及接触发热或
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或有相关流行
病学史者时，均需佩戴口罩；独处或
空旷场所，可以不戴口罩。

这么看来，在独自一人驾车的
情况下，打开车窗和外循环即可。
但在人员密集区域、密闭场所（如地

下停车场）行驶时，建议带上口罩，
打开空调内循环。如果在人员密集
或有潜在危险地方停留，上车前后
也一定要戴好口罩。

如果搭载陌生乘客或朋友时，建
议双方都要戴口罩，尽量让乘客坐在
后排，与驾驶位保持距离，并且打开
空调外循环或开窗，让空气流通。

2、打开内循环，病毒就不会进
到车内？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汽车在行
驶过程中，车辆其它部位（比如车门
封条、机舱防火墙等）的密闭性在产
生负压后也无法让我们真正和外界
隔绝开来，外面的污染物还是会被

“吸”到车内。不管内外循环，普通的
空调滤芯都拿“病毒”没办法。以最
常见的PM2.5空调滤芯举例，PM2.5

颗粒物的直径大概在2.5微米左右，相
当于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大小。而病
毒的大小在纳米级。所以，如果经过人
员密集或在封闭环境下，无论车内还是
车外，建议大家一定戴好口罩。

3、私家车日常如何预防
一般情况下，私家车无需消毒处

理，处于空旷场所时，做好通风换气！
与回家同理，在公共场所回到车

内时，建议先用消毒产品进行手部消
毒，有亲朋好友（身体情况不明）搭乘
后，及时开窗通风，并对车内相关物体
表面进行消毒。

但车主们不要轻易采用不明成分
的消毒水自行擦拭车上的皮质部件，
因为腐蚀性会使得部件掉色，而且是
无法修复的。

4、搭载可疑症状者时应采取何

种预防措施？
可疑症状者搭乘时一定要佩戴

口罩，尽量保持距离，不要开启空调
内循环，适度开窗通风。可疑症状者
下车后，迅速开窗通风，并把可能接
触到的车内表面进行消毒。

小保君提示：在即将迎来的返工复
工的关键时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家
人，勤洗手，保持个人卫生，减少外出。

疫情期间开车戴口罩吗？如何做好防护？
双色球 第20200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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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回家后，身上哪里最需要
清洁消毒？

手机，外出回到家后，建议关闭
手机电源，蘸75%的酒精或用其他
对电子产品没有损害的消毒纸巾擦
拭手机表面。如果外出没有使用手
机，就不必对手机表面进行消毒。
大家常常会忽略自己的钥匙。可以
用含酒精的消毒剂，或用酒精棉片
擦拭清洁。外出购物，最好自备购
物袋。必要时，用75%的酒精喷洒
表面消毒。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7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推
进“放管服”改革，培育壮大新动能，
促进稳就业；要求加快重大投资项
目开复工，有效补短板惠民生；通过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做好“六稳”工作，必须
把稳就业放在首位。一要根据疫情
持续向好态势，在保持必要疫情防
控措施的同时，取消妨碍复工复产
的不合理规定，让更多务工人员尽
快返岗，有活干、有钱赚。二要深化

“放管服”改革。清理取消不合时宜
的临时管制措施和不合理的证明、
收费等规定。各项助企纾困政策
落实要简化手续，政府涉企事项尽
可能网上办理，尽快让企业特别是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普遍受
益。三要发挥“双创”积极作用，更
多采取市场化手段促进大学生、农
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支持

“双创”示范基地、孵化器等发展，
增加大学生就业创业机会。鼓励
国家科研项目聘用高校毕业生担
任科研助理或辅助人员，其劳务费
用和有关社保补助按规定从项目
经费中列支。消除障碍，为多种形
式创业和灵活就业松绑。扩大创

业担保贷款对象范围，对优质项目
免除反担保要求，缓解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融资难。抓紧出台公
有用房对中小微企业租金减免的
指导标准。鼓励地方对让利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私有用房业
主、平台企业给予补贴。国有供电
供水企业对疫情期间欠电费、水费
的中小微企业不断供、不收取滞纳
金。四要对“互联网＋”、平台经济
等加大支持力度，发展数字经济新
业态，催生新岗位新职业。依托工
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加快上线
上云。聚焦养老、托育、家政等就
业潜力大的领域，发展线上线下融
合的生活服务业。支持发展共享
用工、就业保障平台，为灵活就业
者提供就业和社保线上服务。

会议强调，要把推进重大投资
项目开复工作为稳投资、扩内需的
重要内容，抓紧帮助解决各类所有
制重大项目建设中的用工、原材料
供应、资金、防疫物资保障等问题，
推动各地1.1万个在建重点项目加
快施工进度。加快发行和使用按规
定提前下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抓
紧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督促加紧
做好今年计划新开工的4000多个
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加强后续项目
储备。对重大项目审批核准等开设
绿色通道，尽快实现开工建设。

稳就业须放首位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取消妨碍复工复产的不

合理规定，让更多务工人员尽快返岗，有活干、有钱赚

近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下
跌。国家发展改革委17日宣布，按
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20年3月17日24时起，国内汽
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015元
和975元。

此次调价折合每升价格下调8
角左右，国内汽油、柴油价格全面进
入“5元时代”。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

司长、一级巡视员彭绍宗说，此次调
价已触及每桶40美元（近10个工作
日平均价格）调控下限，即俗称的“地
板价”，低于40美元部分不再下调。

江苏省汽、柴油最高零售如下：
89#国VIA汽油5.14元/升，92#国
VIA汽油5.49元/升，95#国VIA汽
油 5.84 元/升，0#国 VI 柴油 5.07
元/升。 （综合）

汽柴油价格重回“5元时代”

据新华社伦敦3月17日电 欧
洲足联17日宣布，原定于2020年举
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将推迟一年，目
前的提议是于2021年6月11日至7
月11日进行。

目前，欧足联旗下的所有俱乐部
和国家队比赛均已叫停，何时开赛还
要等待后续通知。本计划于3月底进
行的欧锦赛预选赛附加赛和国际友谊
赛，目前计划是推迟到6月初的国际
比赛日窗口，但届时能否举行还要看
当时的情况。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3月17日
电 南美洲足联17日发表公报，决定
将原定于今年6月至7月举行的第47
届美洲杯赛推迟至2021年举行。公
报称：“南美洲足联宣布将第47届美
洲杯赛推迟至2021年6月11日至7
月11日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在
足球欧锦赛和美洲杯相继宣布推迟一
年之后，国际奥委会也于17日发布公
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正给2020年东
京奥运会带来冲击，形势每天都在变
化，各方健康是他们的首要关切。国
际奥委会依旧全力支持东京奥运会，
在距离开幕还有四个多月之际，不必
草率做出任何决定，此时此刻，任何猜
测都会适得其反。

国际奥委会表示，得益于风险管
控政策和保险，最终能否如期举办的
决定将不取决于经济利益。

据新华社东京3月17日电 日
本足协主席兼日本奥委会副主席田岛
幸三17日被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这
为东京奥运会的前景再次蒙上了一层
阴影。日本共同社引用日本足协内部
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最先透露了田岛
幸三检测呈阳性的消息，他也成为疫
情暴发以来，日本国内被感染的最知
名的人士。

欧洲杯美洲杯
推迟一年举办
国际奥委会：全力支持东

京奥运会，无需草率做出决定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法
国总统马克龙16日发表电视讲
话，宣布法国处于“战争状态”，提
出限制法国人出行的严厉措施，
并将暂时关闭进出欧盟和申根地
区的边境。法国媒体认为，这实
际上就是“封城”措施。为何曾一
度乐观表示有能力控制住疫情的
法国政府，突然宣布处于“战争状
态”呢？

正如马克龙所说，法国人并没
有很好地遵守政府之前提出的健

康卫生规定和疫情防控规定，这使得
疫情很难被控制住。因此，他宣布从
17日中午起至少15天内，法国人应

“最大限度”减少出行，并避免与外界
接触，推迟原定22日举行的市镇选
举第二轮投票，包括退休制度改革在
内的所有改革也将暂停推行。

这说明法国疫情已经发展到极
为严重的程度。法国新冠肺炎病例
数每3天几乎翻一倍，在疫情严重
的阿尔萨斯和大巴黎地区，病例数
增长更快，法国医疗系统几乎饱

和。不堪重负的医护人员发出强烈
警报：“只有每一位法国人留在家
中，才能避免群聚感染。”

法国《世界报》发表调查文章显
示，在疫情严重的东部地区，医院接
诊能力已饱和，但病患人数的峰值
还未达到。急救电话已被打爆，抢
救室超负荷运转。手术室已推迟了
其他所有非必须手术，其他门诊部
门的医生不断被征调，重症监护病
床和医疗物资、设备严重不足。

（新华社巴黎3月17日电）

法国抗疫缘何处于“战争状态”？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人民大会堂同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会谈。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正在为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最终全面胜利而努力奋斗。疫情发生
之初，总统先生第一时间向我致函慰
问，这次又专程访华，表达对中方的坚
定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社会各界倾
己所有，向中方捐赠防疫物资，中方对

此深表感谢。事实再次证明，中巴两
国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同甘共苦的
好兄弟。中巴特殊友谊是历史的选
择，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

习近平指出，当前，疫情正在全球
多点暴发。各国应该同舟共济、携手
抗疫。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
时发布疫情信息，分享防控、诊疗经
验。中方愿为防止疫情在世界范围内

扩散蔓延作出更多贡献，将继续向巴
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习近平强调，巩固好、发展好中巴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两国人
民的共同愿望。我们乐见巴基斯坦团
结、稳定、繁荣、强大。无论国际风云
如何变幻，中国将始终同巴基斯坦坚
定站在一起，致力于深化中巴“铁杆”
情谊，使中巴关系成为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典范，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中方将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维护国家独
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巴基斯坦走
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双
方要保持领导人经常性互访和会晤传
统，积极推动重点领域和项目合作，把
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的示范工程。要加强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的沟通配合，共同维护世
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安全。中方愿继
续为巴方治理蝗灾提供支持。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会谈时表示，中方愿为防止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蔓延作更多贡献

各国应同舟共济携手抗疫

3月17日，车辆在吉林省长春市一处加油站加油。 （新华社发）

3月16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工作人员为地铁车厢消毒。俄罗斯政府16日宣布，对外国人入境采取临时
限制措施。该禁令不适用于运输过境货物的司机、外交官及持有俄罗斯长期居留权的外国人士。据俄政府副总
理戈利科娃透露，截至16日，俄境内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3例，治愈4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