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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

今晚双色球第2020016期开奖，
2元可中1000万元。本期号码预测
分析：上期和值为126点，大幅上升，
本期可关注和值小幅下滑，区间在
100-125之间。上期落号开出1枚，
落号连续2期开出，本期关注2、3尾
数1-2落号开出。上期连号开出1
组，连号连续6期开出，后期有走热
趋势，本期可关注大数区域二连号。
上期蓝球开出1路号01，本期关注2
路小号开出。

本期综合推荐（10+2）：04、06、
09、13、17、20、21、24、28、32+02、
05。 （仅供参考）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7.1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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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
无锡日报社

声 明

法院公告
（2020）苏0213民催1号

本院于2020年1月2日

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新东方油

墨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

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

票（票号31000051 254098

44，票面金额人民币5万元，

出票人上海纤牵实业有限公

司，收款人上海欧屿实业有

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8年

10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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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3月23日判决：一、宣告申
请人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持
有的票号31000051 25409
844，票面金额人民币5万元
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
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
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有权向
支付人请求支付。

特此公告。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2020年3月23日

法院公告
（2020）苏0213民催2号

本院于2020年1月8日

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无锡市华

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票号90400041 2

0921286，票面金额人民币3

万元，收款人海门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出票日期为20

19年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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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年3月23日判决：一、宣告
申请人无锡市华庭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的票号90400
041 20921286，票面金额
人民币3万元的银行承兑汇
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申请人无锡市华庭物
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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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3日

注销公告
无锡市海外交流协会于

2019年11月4日召开会员
大会表决通过注销决定，并
于2020年3月成立清算组。
请本团体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团体清
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王
世俊 联系电话：81821007
地址：无锡市经开区新金匮
路1号市民中心7号楼531室

无锡市海外交流协会清算组
2020年3月26日

遗失启事
·无锡新益东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原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无锡蓝天护院遗失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320200

509209552R（正副本），声

明作废

·何毅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320319541，声明作废

·凌梓淞遗失无锡中升星辉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

的订金收据1份编号11446

29金额10000元整，声明作

废

遗失启事
·无锡市急救中心遗失“江苏

省医疗门诊收费收据”记账

联1张，号码为000017897

1，声明作废

·无锡市快递协会遗失江苏

省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

（第二联 收据联）11份编号

1808475 、1808487、1842
828、02199971、0219997
5、02199980、02199983、
02199990、02199995、02
200045，1951108（第二
收据联 第三联 记账联），声
明作废
·遗失2016-2020年度靖海
103-502房屋租赁契约一
份，声明作废
·无锡一生康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多地
部署错峰开学，逐渐恢复正常的教学秩
序。为配合做好我市复学准备工作，3
月24日下午，无锡福彩“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队和市红十字999救援队共6名志
愿者来到省锡中第一实验小学开展消杀
行动，助力该学校顺利复学。

复学时间临近，学校将面临大批师
生聚集的情况，在复学前开展消杀作业
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志愿者在现场
通过统一安排调度，分为两个小组赴校
园内不同楼层的教室、办公区、户外通道
等室内外场所进行消杀，消杀面积达
100%。

本次行动使用的是稀释后的84消
毒液，装满消毒液、汽油和水的消杀设备
重达五十多斤。志愿者肩扛消毒设备步
行上下楼，跑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进行
消毒，保证不留死角。一个小时的消杀
工作完成后，志愿者们早已湿透了衣
衫。“为了孩子们能够顺利回到学校上
课，这点辛苦不算什么。他们年纪小，抵
抗力较弱，所以防控工作更要做细做

实。”刚放下设备的党员志愿者魏东擦着
汗说道。

随着开学时间陆续敲定，无锡福彩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将继续走进校园
开展消杀行动，筑牢复工复学健康防线。

无锡福彩于2月4日组建“疫情防
控”党员先锋志愿服务队，旨在积极应对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利用自有资源参与社会防控工
作，彰显社会责任，弘扬志愿精神，展现
福彩大爱，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志愿
服务队自成立以来，已先后走进南禅寺
步行街、春合社区、东城社区、南禅寺、南
禅寺书城、中瑞生态城地铁TOD综合示
范项目工地、地铁4号线蠡湖中央公园
段05标项目工地、南长街、丽新路社区、
积余街实验学校、钱桥街道、蠡湖中心小
学等12个户外（室内）人流密集场所全
面开展防疫消杀工作，消杀面积达15万
多平方米。

疫情不止，消杀不停。无锡福彩“防
情防控”志愿服务队誓将战“疫”到底！

无锡福彩“消杀”行动
走进省锡中第一实验小学

无锡地铁站设置的福彩刮刮乐
自助机一直以来受到广大无锡市
民，尤其是年轻人的热捧。近期，福
彩刮刮乐“鼠年送金条”活动正在火
热进行中。3月19日，无锡的第9
根金条大奖花落三阳地铁站刮刮乐
自助终端机，被一位“90后”女生小
潘幸运刮中。

19日上午，小潘和朋友一起

到三阳广场逛街。在走到福彩
“爱心加油站”旁时，小潘被一排
刮刮乐自助终端机所吸引，和朋
友一起进去体验了一下。小潘
说：“平时很少到福彩投注站买刮
刮乐，今天恰巧碰到自助购彩机，
感觉很新奇，便想着尝试一下。”
当时小潘只购买了一张面值5元
的“庚子鼠—银鼠”，刮开后在玩

法区出现了“金条”图符，小潘顿
时激动不已，以为中了20万头奖，
连忙让朋友帮忙核对。两人高兴
之余浏览了一遍玩法规则，才发
现是中了一根鼠年生肖金条。在
了解兑奖地址后，两人马不停蹄
来到市福彩中心兑奖，将刮刮乐
上的“金条”兑成实物金条，收入
囊中。

目前，无锡彩民已经幸运刮出
了9根金条。庚子鼠系列“迎新春
刮‘金条’送金条 中500送300”活
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凡购买鼠年生
肖系列票，刮出“金条”图符，送鼠年
生肖金条1根；单张鼠年生肖票中
500元，送价值300元的鼠年生肖
刮刮乐。活动时间顺延至2020年
5月10日。

无锡“90后”女生三阳地铁站刮中鼠年生肖金条

3 月 17 日 晚 ，双 色 球 第
2020012期开奖，当期全国开出一
等奖3注，单注奖金859万多元；二
等奖开出112注，单注奖金12万多
元。无锡彩民张先生因一枚蓝号之
差，错失当期八千多万元大奖，仅收
获10注二等奖，共计120万余元。

兑奖时，张先生和工作人员谈
笑风生。他坦然笑道：“这是我购彩
生涯离千万大奖最近的一次。”随后

他又拿着中奖彩票看了又看，口中
不停地说着：“要是蓝球选的是9，
这样就能中10倍的一等奖，那奖金
就是几千万元了。”

据了解，张先生是无锡本地人，
工作之余喜欢到滨湖区方庙路210
号32020477福彩投注站购买福利
彩票，投注时喜欢守号，此次中奖的
彩票守了十多年了，5注单式号码，
每注投10倍。谈到如何选择号码

时，张先生笑道：“都是十多年前选的
号了，已经记不清当初怎么选的号码，
当时选定红球号码后一直没变过，偶
尔修改一下蓝球。”正说着，张先生从
口袋中又拿出了一叠彩票，其中一张
就是蓝球为09的彩票，只是和这次中
奖的不是同一期。“中奖靠运气，错失
千万大奖，收获百万大奖，只能说是小
运先来，大运未到。就像我做生意一
样，有盈利有亏损，贵在坚持。”

无锡彩民一号之差错失双色球八千多万元大奖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赈灾
www.jswx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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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5
日晚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在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你
向中方表达了慰问和支持，德国政府和各界纷纷伸出
援手，中国人民铭记在心。目前德国面临疫情严峻挑
战，中国人民感同身受。中方坚定支持德方抗击疫
情，愿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专家已进行了
视频交流，德国专家也随世卫组织专家组来华考察。
中方愿同德方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加强在疫苗和药
物研发方面合作，为两国人民健康福祉以及全球公共
卫生安全作出贡献。祝愿你领导德国人民早日克服
疫情！

习近平指出，病毒不分国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在这次抗击
疫情的过程中，中德、中欧展现出团结合作的力量，发挥
了正能量。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即
将召开。中方愿同包括德国在内的各方加强协调合作，
发出同舟共济、团结抗疫的声音，提振国际社会信心。要
兼顾当下和长远，统筹国内效应和全球影响，加强宏观经
济政策协调，稳市场、保增长，稳就业、保民生，同时推动
市场开放，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

习近平强调，中德双方要继续做好重要政治议程
筹划，持续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确保中德、中欧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挖掘新兴产业合作潜力，减少疫情冲
击。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
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6日在北京出席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

此次峰会由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沙特阿拉伯王
国主办，将以视频方式举行。

习近平今日在京出席G20应对新冠肺炎视频特别峰会

同舟共济团结抗疫 提振国际社会信心

3月25日，当地市民驻足查看设
置在日本东京站前的东京奥运会和
残奥会的倒计时电子钟。25日起，在
东京各地设置的一些倒计时钟将被
陆续拆除。由于多项大型赛事“扎
堆”延期，2021年或将成为不折不扣
的体育大年。 （新华社发）

东京奥运会

倒计时钟拆除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按照
民政部、省民政厅关于做好清明祭
扫工作的通知精神，为确保疫情防
控形势稳定，我市室内骨灰堂（塔
陵）继续实行封闭管理（骨灰安放除
外），暂停群众现场祭扫。倡导群众
不跨省、跨市异地祭扫。倡导市民
群众不前往现场祭扫。为充分考虑
部分市民群众需求，在前期各公墓
已基本完成代祭扫服务的基础上，
决定从3月26日起，对室外公墓祭
扫实行提前预约、分时限流、有序开
放。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实施预约祭扫
凡需到市区各经营性公墓现场

祭扫的市民群众可于3月26日至4
月6日期间，通过手机拨打（0510）
114进行电话预约，预约成功后凭
手机确认短信方可进入墓区（限3
人以内）。各公墓将按照分时段错
峰祭扫的原则，结合本单位实际情
况和防控能力设定每天预约数量上
限，约满为止。

二、实施限流祭扫
周末（3月28、29日），清明节假

期（4月4-6日）对青城公墓、青龙山
公墓、梅园公墓、湖景公墓、陈漕湾公
墓实行交通限制措施，上午7：00-
11：00禁止机动车（公交车、特种车辆
除外）进入墓区。在公交梅园站（香雪

路）设置四条清明祭扫免费公交接驳
线路（运营时间：7：00-17：00）。

3月26日至4月6日期间，对
青城公墓、青龙山公墓、梅园公墓、
湖景公墓、陈漕湾公墓、惠钱路沿线
墓区及周边道路加强管理。环太湖
公路（梅园立交至渔港立交段）、钱
荣路（梅园立交至钱胡路）、惠钱路
全线一律禁止机动车停放（含辅
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
据实际情况对相关道路实施临时指
挥疏导、限制通行、单向通行、禁止
通行、禁止停车等现场管理措施。
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将依法处理。

三、倡导文明祭扫
凡到现场祭扫的市民群众请自觉

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做好个人防护措
施，全程佩戴口罩，主动出示“锡康码”、

“苏康码”等健康绿码，配合做好体温检
测，并遵守好公墓的安全管理规定。

江阴、宜兴市内公墓及市区其它
公益性公墓由各属地负责按照本通告
精神制定相应方案。

敬请广大群众理解、支持和配合！
附：市区经营性公墓咨询电话

无锡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2020年3月25日

关于清明节期间有序开放室外公墓现场祭扫活动的通告
（第17号）

附件：

市区经营性公墓咨询电话

无锡市青城公墓 85501894
无锡市青龙山公墓 85501017
无锡市梅园公墓 85519691
无锡市梅园公墓
湖景墓区 85501447
无锡市梅园公墓
陈漕湾墓区 85513467
无锡市乌鹤山公墓 85956633
无锡市华侨公墓 85686944
无锡市舜柯山公墓 83270014

此次峰会是G20历史上首次以视频
方式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分析人士认
为，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于全球多点暴
发的关键时刻，各国加强合作、携手应对
是当务之急。G20就新冠肺炎疫情专门
举行峰会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凝聚抗
击疫情的全球合力，加强疫情防控的国
际合作，稳定世界经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
所长崔洪建认为，随着疫情在全球蔓
延，各国、各地区已无法独立解决这一
危机，亟须全球层面的协调合作。“召开
这样的峰会是疫情本身发展的必然需
求。从公共治理层面来说，G20这一平
台能够体现出这样的全球协调能力。”

据介绍，除G20成员领导人外，西
班牙、约旦、新加坡和瑞士等国领导人
将受邀出席此次峰会。联合国、世界卫

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将出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
凤英认为，当前疫情危及各国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严重冲击世界经济，G20

“有责任也必须”及时召开这样的会议。
“这真的是危难时期的一次会议，将有助
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的信心，向世界
发出理性的声音。”

在崔洪建看来，G20领导人特别峰会
的召开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病毒
是人类的公敌，需要有关国家放弃以狭隘
的国际政治视角看问题的做法，包括污名
化、将疫情政治化等，真正从全人类面临
危机的层面去应对。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25日表示，此
次特别峰会是自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主
席出席的首场重大多边活动。习近平主
席的出席体现了中国同国际社会携手抗
击疫情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国推动开展
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的大国担当，体现了中

国支持G20加强协调合作、稳定世界经济
的积极态度。

他说，中方希望G20成员相互帮助，密
切配合，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

专家认为，面对疫情蔓延和经济下行
压力的双重挑战，各国应在二十国集团框
架内推进合作，推动完善全球卫生治理，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确保全球供应链
开放、稳定、安全和顺畅运行。

崔洪建表示，国际社会应尽力减少疫
情给经济和民生领域带来的次生灾害，及
时增强经济的韧性，期待此次G20会议能
够在平衡疫情应对和经济社会发展上提
出相应举措。

专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
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
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
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
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据新华社）

病毒是人类公敌，要真正从全人类面临危机的层面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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