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据沁阳市人民法院 （2017） 豫 0882 执

224号文书通知，沁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李

晓峰名下位于沁阳市东关北大街东花园小区11

号的房产一处，房产证号为沁字第1030121476

号的房产证公告注销。

沁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11月22日

公 告

公 告
根据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已发生法

律效力的 （2016） 豫 0811 民再 7 号民事判决书，

依法将被执行人秦国际所有的50箱汾酒原浆酒予

以拍卖，具体事项请登录淘宝司法拍卖网。

联系电话：19839122770 苏法官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2日

位于人民路中段报业·国贸楼上办公用房对

外招租。该房屋已装修，水、电、中央空调等齐

全，是现代化办公的理想场所。

位于山阳路报社家属院门面房两间，面积

150平方米对外招租。

有意租赁者请致电：（0391）8797661

13939170006

联系人：裴先生

招 租 关于焦国土网挂【2019】16号出让公告内
JFGT2019-3号宗地的变更公告

2019年11月 5 日在中国土地市场网、焦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焦作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焦作日报》 以及焦作市自然
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上发布的焦作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焦国土网挂
【2019】 16 号） 中，JFGT2019-3 号地块的挂牌
截止时间由2019年12月5日9时延期到2019年

12月16日16时。
JFGT2019-3号宗地在焦作市自然资源网上

交易系统报名时间和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顺延至2019年12月12日17时。

其他内容不变。
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2月3日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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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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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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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表示，在俄中两国隆重庆祝建交 70 周
年之际，俄中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将使两国战略协作达到新的高度。
2014年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见证该项目合作文件
签署以来，双方团队在极端天气下辛勤工作，如
期完成了建设，未来30年里俄方将向中方供应1
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这将有助于落实我和习近平
主席达成的在 2024 年将俄中双边贸易额提升至
2000亿美元的共识。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确
保这一标志性战略合作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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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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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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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哈尔滨12月2日电（记
者王春雨、王建、范迎春） 2 日下
午，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通过中俄东
线天然气管道正式进入中国。

2014 年 5 月 21 日，中俄在上海
签署两国政府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
忘录、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两份能
源领域重要合作文件。双方商定，俄
罗斯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

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
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从黑龙江省
黑河市入境，终点是上海市，途经9
个省（区、市），全长5111公里。其
中，新建管道 3371 公里，利用在役
管道1740公里。

2015年6月，中俄东线天然气管
道中方项目开始建设。2019 年 10 月

16 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黑
河至长岭段全线贯通，线路全长
1067 公里，实现了与哈沈、秦沈等
在役天然气管网的联通。

据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项目
部经理罗志立介绍，正式供气后，首
期每年 50 亿立方米，初步计划 2023
年全线投产后，每年供应量为380亿
立方米。

俄罗斯天然气
通过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式进入中国

⬆⬆工作人员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黑河首站
场区巡检（11月19日摄）。王建威 摄（新华社发）

⬅这是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黑河首站场区局
部（11月19日摄）。

王建威 摄（新华社发）

▲

国内时讯

要 闻 简 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来华出席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会议和中俄战略安
全磋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培训动员部
署电视电话会议12月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就在自由贸易试验
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作出重要批示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12月2日在
政府总部与特区第五届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首次
集体亮相，与传媒见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
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成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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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长征八号运载火箭芯二级
氢氧发动机近日成功完成高空模拟试
验，意味着该型火箭距明年首飞又近
了一步。

据悉，此次试验是为长征八号运
载火箭提供交付发动机的校准试验，
主要目的是校验发动机大喷管并获取

“上天”发动机的性能数据，验证是
否达到交付要求。

试验中，发动机完成全部试验程
序后正常关机，试验工艺系统和测试

系统工作正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长征八号研制团队负责人表示，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面对旺盛市场需求，推出
的一款新型火箭，采用组合化、模块
化、产品化设计，以商业化、快捷制
造、操作使用便捷为目标进行设计，
在成本和性能之间做了很好的权衡，
使其极具商业竞争力。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芯一级继承了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芯二
级继承了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三
子级状态；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达

5吨级，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
达 2.8 吨；从签署合同到火箭出厂，
履约周期约 12 个月，发射周期约为
10天。

目前，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已进入
产品生产总装测试阶段，预计投入市
场初期年发射量可达 10 发以上，后
期年产可达20发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长征八号运载火
箭的改进型后续还计划实现芯一级与
助推器整体垂直回收与重复使用，牵
引我国运载火箭技术新发展，进一步
降低发射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芯二级氢氧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成功
预计明年首飞

据新华社郑州12月2日电
（记者刘高阳）记者从河南省科
技厅获悉，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等15家新型研
发机构已于近日备案，河南省的
新型研发机构总数达到82家。

此次备案的15家新型研发
机构通过省部会商、院地合
作、联合共建等多种形式组
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传
统优势产业、区域特色产业需
求，主要在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新材料、农业
等领域为企业和区域产业发展
提供科技创新支撑。

据介绍，新型研发机构是
指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
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
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
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
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独立法人
机构，可依法注册为科技类民
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服务机
构）、事业单位和企业。

河南省新增15家新型研发机构

11月25日，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举办传统的入
泮礼仪式。着汉服、正衣冠、拜先师、朱砂启智、击鼓鸣志、描
红开笔，像这样的入泮礼仪式该园已成常态。在古代，凡是新入
学的学生，都需进行称为“入泮”的入学仪式。《礼记·王制》
记载：“学生首先换上学服，拜笔、入泮池、跨壁桥，然后上大
成殿，拜孔子，行入学礼。”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重现古代入泮礼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新华社新德里12月2日电（记者胡晓明）由于连
降暴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2日凌晨发生房屋倒塌
事件，造成至少15人死亡。

据当地政府官员说，事故发生在距泰米尔纳德邦首
府金奈西南约502公里的一个村庄，大雨使许多房屋受
损，其中3座房屋完全倒塌。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过去几天中，泰米尔纳德邦以
及附近地区持续遭到暴雨袭击，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
响。金奈和附近地区的学校2日宣布关闭。

气象部门说，受印度洋气流影响，预计泰米尔纳德
邦沿海地区2日还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一些地区已发布
了红色预警。当地政府建立了176个救济中心，并开通
了救助热线。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房屋倒塌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屈婷）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常年位
列恶性肿瘤的前列。记者从 2019 首
届“胃癌关爱日”公众宣教活动上了
解到，当前胃癌高发与大部分现代人
的不良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
系，胃癌发病人群已越来越“年轻化”。

据介绍，胃癌早期表现可能就是
上腹部隐痛、消化不良等，很容易被
当成胃痉挛、慢性胃炎等“胃病”。

“因为觉得年轻，就不把胃病当回事
的患者，并不在少数。”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院长季加孚教授说，胃癌的发
生除遗传因素外，还与不良的饮食与

生活习惯有极强的关系，一定要尽早
就医，及时诊断治疗。

季加孚说，胃癌可发生在任何年
龄，多在40岁至69岁之间，且发病
率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显著升高。从
近年来的临床数据看，年轻人胃癌发
病率增加迅速，考验着我国胃癌防治
的未来成效。

年轻人患胃癌往往有进展快、病
程短、预后凶险等特点。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消化内科主
任令狐恩强教授说，年轻人更应注重
胃癌的早期筛查。胃镜检查是胃癌诊
断的“金标准”，是最有效的胃癌筛

查方法。但在“年轻人不需要做胃
镜”的错误认识下，很多人对这项检
查有排斥心理，能拖则拖。

我国今年启动健康中国行动之癌
症防治行动，提出个人、家庭、社
会、政府的战“癌”责任，倡导积极
预防癌症，有序扩大癌症筛查范围。
为落实这一行动目标，中国抗癌协会
胃癌专业委员会等共同发起，北京爱
谱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主办的“胃癌
关爱日”公众宣教活动，呼吁全社会
提高对胃癌的认识，增强胃癌的早筛
意识，从源头上防“胃”杜渐，防治
小病拖大，大病拖“炸”。

别把“胃病”不当回事 胃癌发病已越来越“年轻化”
新华社安曼12月2日

电（记者冀泽）约旦民防
部门 2 日发表声明说，当
天约旦河谷地区一个农场
内一座临时民房着火，造
成13人死亡、3人受伤。

声 明 说 ， 13 名 遇 难
者均为巴基斯坦人，包括
8 名儿童和 5 名成年人。
目前，火势已被扑灭，受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且状况稳定。经初步调
查，起火原因是电器短

路引起。
约旦首相奥马尔·拉

扎兹当天督促民防等部门
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为受
伤者提供急需的治疗，并
呼吁民众在冬季增强安全
防范意识。

事发地位于约旦河谷
南绍尼地区，距离首都安
曼大约45公里，是约旦重
要的蔬菜、水果种植区。
许多外来劳工在此务农，
生活条件简陋。

约旦河谷一民房起火造成13人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