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大会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此次新闻发布会采用网络视
频方式举行。主会场设在人民
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左图），分会
场设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多
功能厅（右图）。

在梅地亚中心的分会场，中外
记者早早就到达二层多功能厅，做
好了拍摄和采访准备。除了一排
排“长枪短炮”，今年更多记者端起
手机自拍，以Vlog的形式实时记
录和报道发布会现场情况。

虽然是网络视频采访，但记
者们提问的热情丝毫不受影
响。不少记者表示，无论答问还
是交流都完全同步，大屏幕中的
画面很有现场感，几乎感受不到
这是两个不同的会场。

郭卫民介绍，本次大会期间
将安排开幕会、闭幕会以及两次
大会发言，其中一次以视频会议
方式举行；安排6次小组会议。
开幕会、闭幕会将邀请外国驻华
使节旁听。

郭卫民表示，考虑到疫情
防控要求和会期安排，大会对
媒体采访方式作出适当调整，
邀请少部分在京中外记者到
人民大会堂现场采访，通过网
络视频方式安排3场“委员通
道”采访活动，小组会议不安
排集中采访。全国政协官网
将及时发布会议安排、主要文
件和资料。政协大会新闻组
和驻地新闻联络员将积极为
中外记者采访提供服务。

两个会场答问交流完全同步

郭卫民介绍，近年来，全国政协
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关视察
调研涉及 17 个省区市，2016 年、
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三年围绕脱
贫攻坚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

议。今年全国政协还将召开以“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
困长效机制”为议题的专题议政性常
委会会议，并继续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工作。

聚焦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针对所谓“中国隐瞒疫情导致疫
情向其他国家蔓延”的说法，郭卫民
表示，这毫无道理！他说，早在1月3
日，中国相关部门对不明原因肺炎病
例作出研判后，就向世界卫生组织和
有关国家、地区主动通报。在分离出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后，1月12日即
向国际社会发布。从1月23日关闭
离开武汉通道起，中国每天发布有关
疫情的重要信息和防控措施，不仅为
中国抗击疫情提供支持，也为世界防
范、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参考。

郭卫民说，围绕抗击疫情，中国
组织了多层次、多渠道、高密度的权
威信息发布活动，新闻发布会的数
量、规模、形式创新都前所未有，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支持，
得到国内外舆论关注和肯定。同时，
有关部门也在不断改进新闻发布工
作，进一步完善刚性约束和机制保
障，包括增强新闻发布的时效性、针
对性和专业性，提高各级各地领导干
部新闻发布的素养和与媒体打交道
的能力等。

向国际社会及时公开疫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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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郭卫民宣布，全国

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将于5月21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5月27日下午闭幕，会期比原计划缩短了4天半。

据介绍，本次大会期间，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都做了压减。考虑到疫情防控要求和会期安排，大会对媒体采访方式作出适当调整，欢

迎中外记者运用网络、视频、书面等方式采访，各委员驻地均设立网络视频采访室。

公司分立公告
经无锡星洲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会决议，本公司以存续分立方式分立
为无锡星洲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存续公
司）和无锡星洲科创服务有限公司（新
设公司，暂定名）。分立前，本公司注册
资本为10000万元；分立后，无锡星洲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存续公司）注册资
本为6500万元，无锡星洲科创服务有
限公司（新设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为
3500万元。分立前公司的债权债务由
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请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
期将按法律规定处理。

联系人:王璐
联系电话:0510-85282009

13093001763
公司地址:无锡市新吴区锡新二路

1号
无锡星洲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根据江苏朗斯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朗斯）与无锡佩克
森油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佩克
森）签订的合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
并方式为：江苏朗斯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吸收无锡佩克森油化有限公司；无
锡佩克森油化有限公司解散注销。
江苏朗斯注册资本500万元，无锡佩
克森注册资本550万，合并后江苏朗
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50
万元。无锡佩克森油化有限公司资
产归江苏朗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所
有，所有债权债务由江苏朗斯汽车用
品有限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江苏朗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无锡佩克森油化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合并公告
周建华02000132020080002017050356、陈
再霞02000132020080002019008296、王慧
玲02000132020080002018000169、薛武0
2000132020080002018055543、赵守荣020
00132020080002018057585、陈陈020001
32020080002019014055、沈佳佳00001832
020000002019000238、张达02000132020
080002017079220、陈静02000132020080
002018052348、方亚娟0000183202000000
2019016375、赵叙一020001320200800020
18026090、周雅茹02000132020080002019
009367、霍永成000018320200000020190
03153、黄丽权02000132020080002019007
201、陶涛0000183202000000201903602
4、张煜00001832020000002019018392、高
阳00001832020000002019008756、奚志成
00001832020000002019027353、肖永飞00
001832020000002019031609、庄耀强000
01832020000002019014638、姚奔000018
32020000002019017234、殷丽燕00001832
020000002019018807、孟亚萍0000183202
0000002019029263、邹丽燕000018320200
00002019030253、於云霞0000183202000
0002019030382、罗晓露00001832020000
002019029409

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中心支公司营业员执业证26份，作废。

遗失公告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赈灾
www.jswxfc.com

今晚双色球第2020040期开奖，
奖池9.25亿元。上期双色球红球号
码为02、09、10、11、16、29，蓝球号码
为02。

当期双色球头奖9注，单注奖金为

695万元。这9注一等奖花落江苏、福
建、江西等地。二等奖开出166注，单注
金额13万多元。在此期间，江苏彩民喜
中1注一等奖，收获奖金695万元。无锡
彩民收获1注二等奖，收获奖金13.2万

元，大奖出自惠山区玉祁平湖城湖西路
212号32025176福彩投注站。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9.25亿
元。今晚开奖，本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
2元可中1000万元。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9.25亿元 上期双色球头奖9注695万

中福在线销售厅是视频型
福利彩票对外服务窗口，人员往
来频繁，是落实好疫情防控的最
前沿。根据市中心关于加强营
业场所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即开
票部（中福在线）本着“降低交叉
感染风险，最大限度消除隐患”
的原则，不断优化完善销售厅防
疫举措，大力实施精细化科学防
控，给彩民营造健康、安全、舒适
的购彩环境。

加强销售人员自身防疫

加强销售人员疫情出行管
理，定期查验疫情出行轨迹；建议
销售员减少社会公共交通通勤，
如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务
必全程佩带口罩，途中尽量避免
用手触摸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物
品；进入销售大厅先自测体温，登
记体温数据，并实时报备；勤洗
手、讲卫生、不扎堆，少交流，需面
对面交流则尽量保持1米左右。

降低大厅病毒传播风险

时刻保持大厅营业期间通风状
态；加强日常消毒卫生工作；严格执行
消毒药水配方比例；实行重点区域重
点消杀，落实“人走机清”管理办法，即
彩民结束投注，随即消毒设备，并挂牌

“消毒状态”以公示，接受彩民监督。

加强彩民疫情排查防控

彩民入厅必须配合查验“锡康
码”，必须配合测量体温，必须配合
佩带口罩，必须配合禁止抽烟；必须
配合引导分流，保持“一米区间”安
全投注空间。

大力做好防疫科普宣传

充分利用大厅服务窗口平台，
张贴海报、投放电子显示屏，发放宣
传资料，微信推送卫生防疫知识等
手段，增强彩民自我防范意识，巩固

现阶段抗疫成果。
为进一步保证中福在线销售

厅工作人员及彩民的身体健康，坚
持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厅复市“两手
抓、两手硬”，创造安全、放心的购
彩环境，即开票部（中福在线）配套
制定《复厅复产防疫工作管理办
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及办法，并
成立专班小组，中心领导班子、中
层干部、党员直接进驻销售厅开展
一对一扁平化管理服务，及时应对
处理突发事情，扎实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形势下的中福在线销售厅
疫情防控工作。

无锡福彩“中福在线”实施精细化科学防控，
保障彩民健康安全购彩！ 在沈秀琴的家中，十岁的苗苗（化

名）躺在床上，胳膊和腿都显得异常纤
细。沈秀琴抬起孩子的手，上面全是
针孔，那里一度都无处扎针。苗苗长
得清秀可爱，家中也全是她的奖状。
爷爷介绍说，孙女读书很聪明，老师都
很喜欢她。但不幸的是仅十岁的她却
患上了红斑狼疮，无锡“福彩·爱基金”
在 接 到 求 助 后 ，派 出 爱 心 大 使
32020475福彩投注站销售员许蕾为
她送上一万元爱心款。

2019年上半年，苗苗曾有过一次
抽搐和发烧，当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治疗后，孩子慢慢好转了。可下半
年开始，孩子出现了许多异常情况，尤
其腹部慢慢鼓起来。沈秀琴说，自己
也不懂医，孩子常说自己饭吃得多，肚

子才慢慢变大的。她有时问孩子有没有
不舒服，苗苗都说没事，不用看医生。

直到2019年的12月，孩子的手指
也慢慢变肿，伸都伸不直，手脚抽筋。家
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送到儿童医
院后发现，孩子是红斑狼疮肾功能综合
重症，肚子也因此变得这样胀鼓鼓的。
看了一段时间，苗苗转到南京就医，鼓起
的肚子消了下去。医生让沈秀琴好好照
顾孩子，否则一旦发烧生病，病情会一次
比一次重。

现在苗苗每个月光吃药的费用就
要四千元左右，后续治病，还要不少
钱。中间有人劝过沈秀琴，不要再治
了，很可能人财两空。沈秀琴舍不得这
个孙女，当时孩子的母亲为了生孩子染
病，无力照顾，苗苗是她一手带大的。

“孩子一直对我说，奶奶，等我长大了买
好吃好喝的给你”，沈秀琴每说到这些，
就泪流不止。

苗苗的爷爷中风已十五年，失去了
劳动力，一度家中还办了低保。现在爷
爷到了退休年龄，每月有1000多元养老
金，才算告别困境。沈秀琴也已六十多
岁，还到处打零工。苗苗的爸爸因女儿
生病，需要陪伴，时不时要停工，工作不
稳定。沈秀琴说，孙女看病期间，各种花
费已接近二十万元，借遍了家中的亲
友。她要照顾家中老伴，还要照顾孩子，
累出了一身病。前段时间，好心人在水
滴筹上资助了他们两万元，也仍是杯水
车薪。在接到求助后，“福彩·爱基金”派
出爱心大使给苗苗送去了一万元爱心基
金，希望能够助她一臂之力。

十岁女孩患上红斑狼疮“福彩·爱基金”资助万元爱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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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21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各
代表团将召开会议，推选团长、副团
长；审议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
案；审议大会议程草案。21日晚，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举行预备会
议，选举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会
议议程草案。预备会议后，大会主席

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21时40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将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大会
发言人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
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为有效防
控疫情，共同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
新闻发布会将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
行。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今晚举行预备会议
新闻发布会21时40分举行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因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延期的2020年全
国两会拉开大幕。目前采取了哪些措
施避免疫情发生，代表委员参会有哪
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为此记者20日
采访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秘书
处疫情防控组组长、全国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秘书处疫情防控组组长、国
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

曾益新表示，为了确保全国两
会顺利圆满，已经对会议召开前和
会议期间的疫情防控都做了多方面
的安排。比如参会人员的流行病学
史调查、健康监测，会议期间的相对
封闭管理、会场和驻地的清洁消毒
等。

关于戴口罩问题，他表示，因为新
冠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还是呼吸道传
染，所以公共场所的通风、戴口罩和保
持社交距离显得特别重要。“我们在会

前已要求所有的会议室、驻地的餐厅、
电梯、卫生间都要有良好的通风设计，
以保证空气流通。有的驻地都是临时
加装风扇，或者再装功率大的风扇，并
尽可能开启窗户。”

他说，虽然理论上只要能保证良
好的通风和一定的社交距离，是可以
不戴口罩的，但有些场所很难做到。
曾益新强调，在社交距离不够、通风不
好或近距离接触他人的场合，都要求
两会相关人员佩戴口罩。

“总体来讲，这些防控措施确实是
比较严格的，但对于有这么多人参加
的会议活动，为了保证安全第一，尽最
大努力防止疫情发生，我相信参会的
代表委员、列席人员、工作人员、服务
人员，特别是邀请参加的外国使节、新
闻媒体记者们都能够理解。我也代表
秘书处对大家的支持和配合表示衷心
的感谢。”曾益新说。

全国两会相关场所已加强通风
相关人员近距离接触时应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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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决议，本公司以存续分立方式分立
为无锡星洲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存续公
司）和无锡星洲科创服务有限公司（新
设公司，暂定名）。分立前，本公司注册
资本为10000万元；分立后，无锡星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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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朗斯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朗斯）与无锡佩克
森油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佩克
森）签订的合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
并方式为：江苏朗斯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吸收无锡佩克森油化有限公司；无
锡佩克森油化有限公司解散注销。
江苏朗斯注册资本500万元，无锡佩
克森注册资本550万，合并后江苏朗
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50
万元。无锡佩克森油化有限公司资
产归江苏朗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所
有，所有债权债务由江苏朗斯汽车用
品有限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江苏朗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无锡佩克森油化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合并公告
周建华02000132020080002017050356、陈
再霞02000132020080002019008296、王慧
玲02000132020080002018000169、薛武0
2000132020080002018055543、赵守荣020
00132020080002018057585、陈陈020001
32020080002019014055、沈佳佳00001832
020000002019000238、张达02000132020
080002017079220、陈静02000132020080
002018052348、方亚娟0000183202000000
2019016375、赵叙一020001320200800020
18026090、周雅茹02000132020080002019
009367、霍永成000018320200000020190
03153、黄丽权02000132020080002019007
201、陶涛0000183202000000201903602
4、张煜00001832020000002019018392、高
阳00001832020000002019008756、奚志成
00001832020000002019027353、肖永飞00
001832020000002019031609、庄耀强000
01832020000002019014638、姚奔000018
32020000002019017234、殷丽燕00001832
020000002019018807、孟亚萍0000183202
0000002019029263、邹丽燕000018320200
00002019030253、於云霞0000183202000
0002019030382、罗晓露00001832020000
002019029409

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中心支公司营业员执业证26份，作废。

遗失公告

谈及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
济形势，郭卫民说，在前所未有
的冲击面前，党中央、国务院及
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总体
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
持稳定。

郭卫民介绍，经济界、农业
界、工商联界的委员们聚焦如何
克服疫情影响，围绕把握宏观政
策取向、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提出了多项意见建
议；围绕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保
护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促进数
字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
具体举措，不少建议被政府部门
吸收采纳。

谈到推动新技术发展应
用，郭卫民表示，经过多年持
续积累，我国在新技术领域取
得重要进展，一批龙头骨干企

业在加速成长。近期，中央提
出加快“新基建”建设进度，这
将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步入更快发展阶
段。全国政协将持续关注、助
力推动，使新技术更好地服务
社会和大众。

在回应中美“脱钩”有关
言论时，郭卫民表示，“脱钩”
主张不是一张“好药方”，全球
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
多年来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
性和依赖性，面对疫情冲击，
各国应该加强团结、加强合
作，协调政策立场，维护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防止世
界经济陷入衰退，不应以邻为
壑、分裂孤立，更不能把疫情
问题政治化，抹黑、指责、鼓动
搞对立。

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积极建言

谈及抗疫援助，郭卫民说，中国
向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包
括提供物资、分享抗疫经验、派出医
疗队等，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一个
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体现了中华
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优秀传
统。以此来指责中国高调宣传，甚至
说“中国要争夺世界领导权”，这十分
狭隘。

郭卫民说，出现一些对于中国出
口医疗物资质量的质疑声，有多方面
原因，包括中外产品质量标准不同、
使用习惯差异、操作不当等。中国出
口了大量医疗物资，存在问题的只是
极少数，中国政府对此“零容忍”，有
关部门已采取严格措施，确保医疗物
资质量，规范出口秩序。

郭卫民说，在抗击疫情的过程
中，中日两国相互支持、友好合作，
期待并相信经过抗击疫情的考验，两
国人民的友谊将得到进一步升华，中
日关系的基础将进一步牢固。

郭卫民说，近期美国等少数国
家一些政客将疫情政治化、污名
化，制造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这
样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中国始
终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将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中国是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是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愿
同世界各国一起，共同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中国将坚持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今日下午开幕，27日闭幕

会期比原计划缩短4天半
政协会议新闻发布会全程采用网络视频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