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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07808
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旺顺

便民信息

搬家服务

遗失声明

用匠心 做快餐
888117114008800400

常州市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公告
第1593号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
经我局审核批准，准予“常州市常体足球俱乐部”注
册登记，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 :常州市常体足球俱乐部
法定代表人：樊毅 地址：常州市晋陵北路11号

常州市民政局
2020年07月10日

�陈韵竹遗失常州少
年宫开具的收款收
据 1份，收据编号：
00131336，金 额 900
元，声明作废

0519

86685553
86677993

综
合
信
息

地址：常州市和平
中路413号报业大
厦 南 楼 311室

减 资 公 告
常州红土创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400685899097J）
经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
资本从4200万元减至3000
万元。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有限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常州红土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减 资 公 告
常州武进红土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412723519420M）
经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
资本从6000万元减至3000
万元。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有限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常州武进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江苏金沙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拍卖，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金坛区峨嵋新村18套商业用房

（具体详见拍卖资料）
二、拍卖时间、地点：2020年7月24日上午9:30；

金坛区东门大街209号12楼拍卖厅。公告之日起接
受咨询与标的展示，有意者可与本公司联系，或自行
前往察看标的。

三、注意事项：1、竞买人参与竞拍后，若因拍卖
标的撤销等情形致使竞买人无法竞拍时，无论何种
情况，竞买人不得向委托人和本公司主张除退取保
证金之外的任何权利。2、竞买人须于2020年7月
23日下午4：00前按拍卖须知的要求，办理完毕竞
拍登记手续和提交有效证件资料，并交纳拍卖保证
金,否则不具备拍卖资格。

联系电话：82365099 13814782867（王）
公司地址：常州市金坛区东门大街209号

12楼（新世纪大厦）
2020年7月10日

�李桂钦遗失常州德
辉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张，发票代码:
3200048349，发票号码:
0442873，声明作废

�许慧娟(身份证号320211199110012779)遗失普
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等级:一级乙等，证书编
号:3215301006304，声明作废

体彩
第第12671267期期

咨询电话
（公招、投诉）

86616797

在第 12 个“全民健身日”
到来之前，由中国体育彩票发
起的“健康中国 光芒燃动——
点亮健康中国”正在全国范围
内火热进行中，截至 7 月 9 日，
常州已被点亮 9.57 万次，位居
全国城市热度榜第2名。

为了回馈广大参与者的热
情，中国体育彩票也为此次参
与点亮活动的用户提供了线上
刮奖机会。7 月 6 日，位于常州
钟楼区五星飞北路 1-2 号的

3204004246网点传来捷报，有
一位幸运购彩者刮出了头奖

“5G 手机”一部。据网点销售
员张柏根介绍，自 6 月 6 日“点
亮健康中国”活动开展以来，但
凡有人走进店里，他都会主动
推荐，协助他们完成“点亮”的
动作。在场的彩友们也表示，
常州体彩为网点配备的“运动
角”器材都是比较好上手的项
目，每天来买彩票的时候顺手
动一下，玩两把已经变成了一

种习惯。此次中奖的幸运儿陈
先生也是如此，网点“运动角”
的装备中他最喜欢磁力飞镖，
每次来都要玩几把，有时候碰
上相熟的老彩友还要比拼一
番。中奖当天，陈先生仍旧像
往常一样扔飞镖，销售员则负
责在一旁协助他拍照，上传照
片成功打卡后，一刮奖，屏幕上
出现了“恭喜您获得 5G 手机，
感谢您为点亮健康中国助力！”
的字样，这可把陈先生激动坏

了，网点内的其他购彩者纷纷
道贺，大家参与“点亮健康中
国”活动的积极性更高了。

7 月 6 日起，“点亮健康中
国”活动再升级，首先是活动场
所升级，由体彩销售网点延伸
至全市 11 家全民健身中心；其
次是参与活动的用户刮奖次数
升级，除了延续之前通过“中国
体育彩票”官方小程序内“点亮
健康中国”栏目，线下运动线上
打卡即可获得一次刮奖机会之

外，还可通过扫描“一蹴而就”
或“全民运动”即开票保安区二
维码获得额外的刮奖机会。

这个夏天，跟着体育彩票
“益起来，动出彩”，为健康中国
助力，为点亮中国喝彩！ 缇彩

助力点亮健康中国 常州幸运购彩者喜中5G手机

据美联社7月9日报
道，74岁的特朗普已经投
资数百万美元在媒体上
投放诋毁拜登的广告，其
中最重要的指控就是：77
岁的拜登年纪太大，不适
合当总统。

距离大选还有不到
四个月的时间，特朗普团
队投放了一则广告，这则
广告称拜登缺乏“领导这
个国家的力量、耐力和精
神毅力”。美联社报道
称，这是今年美国最贵的
一则广告。

媒体分析公司汇总
的数据显示，自6月中旬
以来，这则 30 秒的广告
及其西班牙语版本已经
传遍了美国 12 个州，耗
资650万美元。

亲特朗普团体制作
的另一则电视广告则公
开 暗 示 拜 登 患 有 痴 呆
症。尽管缺乏证据，但特
朗普的保守派媒体盟友
每天都在放大这一信息。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
的董事会成员、美国老龄

化协会主席罗伯特·布兰
卡托对这种“老龄化”抨
击表示谴责，他认为这种
抨击不属于政治，拜登是

“年龄歧视的受害者”。
如果在今年的大选

中击败特朗普，11 月 20
日满78岁的拜登将会成
为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
的一位总统。

一项调查美国总统
长寿和健康状况的研究
称，拜登有21%的可能性
无法完成四年的任期，而
特朗普则有 15%的可能
性。但这项研究的作者
奥尔尚斯基称，拜登和特
朗普很可能都是“超级老
龄者”，他们的预期寿命
将大大超出平均水平。

尽管这项研究没有
考虑到他们的健康史，但
奥尔尚斯基认为拜登的
健康状况可能比特朗普
好。奥尔尚斯基指出，特
朗普肥胖、饮食习惯不
佳、没有定期运动，父亲
还患有阿尔茨海默综合
症。 新浪网

特朗普斥资百万投放广告抨击拜登：

年龄太大，不适合当总统

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8 日提起联邦诉讼，以阻止美国政
府实施将令部分留学生面临被迫离
境风险的签证新规。

签证新规一经公布就引发多方
批评，被指“残酷且毫无必要”，是通
过向学生施压迫使学校当局尽早重
开校园。

新闻事实
诉状称新规违反美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

这两所大学当天向位于马萨诸
塞州波士顿市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法院对美国政府日前发
布的留学生签证新规实行临时限制
令以及初步和永久禁令。诉状说，
这项签证新规违反美国联邦《行政
程序法》，是在没有提出任何正当理
由、未经公众评议且考虑不周的情
况下发布的。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在
一封公开信中说，针对留学生的签
证新规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下达的，既残酷又鲁莽。他认为，此
举意在迫使大学重启校园，而无视
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巴科表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
工学院将大力推进诉讼，确保留学
生能够继续学业，而不会面临被驱
逐的风险。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入境和海
关执法局6日发布通告说，2020年秋
季学期的留学生如果仅上网课，将无
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

深度分析
新规将严重干扰部分

留学生的求学计划

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并未解
释为何要发布新规把留学生签证同
上网课情况挂钩，但不少人认为，此
举是为了迫使大学恢复正常授课，
迎合白宫尽快重启美国的主张。

为防范新冠病毒传播，美国大、
中、小学等上半年普遍暂停面授
课。考虑到美国当前疫情远未得到
控制，很多学校打算在即将到来的
秋季学期继续让学生上网课，这招
致联邦政府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学校如果不
重启，可能被切断联邦经费。

新规招致多方批评。美国青年
群体权益组织“年轻无敌”发表声明
说，新规再次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应
对疫情措施的排外性和错误性。当
局本可以给予一段时间的灵活性，
采取更人性化的方式，但这些官员
却拒绝这样做。

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
莎·鲍尔在社交媒体上称此举“残酷
且毫无必要”。

业内人士分析说，尽管目前尚
不清楚受影响留学生的规模，但可
以想象，新规将严重干扰部分留学
生的求学计划。纽约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伊丽莎白·施皮尔斯指出，考虑
到一些留学生的国家和时区，一旦
他们回国，将无法继续学习，被迫辍
学。

即时评论
政 府 没 有“ 雪 中 送

炭”，反而“雪上加霜”

新冠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美
国经济伤痕累累，大选前景难测，疫
情屡遭政治化。在此背景下，美国
政府又一次罔顾科学，把压力转嫁
给在美留学生，让人大跌眼镜。

各国留学生坚持在全球新冠疫
情最严重的国家求学已属不易，没
想到美国政府非但没有“雪中送
炭”，反而“雪上加霜”。这种出于政
治考量的做法害人害己，令美国已
然千疮百孔的国际形象更加不堪。

背 景 链 接

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的新规
针对非移民F－1和M－1签证的留
学生。F－1 是美国最常见的学生
签证，针对寻求学术性课程的人；
M－1 签证则适用于寻求职业性课
程的人。

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数
据，2018／19 学年，在美国的留学
生数量接近 110 万，美国高校学生
中留学生约占 5.5％。另据其他统
计数据，过去几年，美国每年发放
30 多 万 个 F － 1 签 证 和 约 1 万 个
M－1签证。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在推动各
州重启经济。不过，因新冠疫情近
期反弹，加利福尼亚州等多个州经
济重启均按下“暂停键”。

据新华社

就留学生签证新规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提起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