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8日，体彩大乐透第20133期开奖，前
区开出号码“11、24、26、33、35”，后区开出号码
“08、09”。本期全国销量为2.78亿元，为国家筹
集彩票公益金1.003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2注一等奖，单注奖金1000
万元，分落浙江嘉兴、河南新乡。数据显示，河南新
乡的大奖彩票是一张36元的“6+3”复式票，加上
小奖单票总奖金1026万多元；浙江嘉兴的大奖彩
票则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可惜的是，上述两
位中奖者均没有采用追加投注，在单注一等奖方面
少拿800万元追加投注奖金，错失中出1800万元
封顶追加一等奖的机会。

本期二等奖开出79注，每注奖金12.59万余
元；其中 42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0.07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22.67万元。

三等奖开出161注，单注奖金1万元。四等奖
开出 987注，单注奖金 3000 元。五等奖开出
16407注，单注奖金300元。六等奖开出28553
注，单注奖金200元。七等奖开出32065注，单注
奖金100元。八等奖开出793990注，单注奖金15
元。九等奖开出8367403注，单注奖金5元。

奖池方面，
本期开奖结束
后，8.02亿元
滚存至 12 月
30日（周三）开
奖的第20134
期。

南 京 晨
报/爱 南 京 记
者 杨静

持续打造“地标性产业高地、都市圈最美花园”

浦口明年要重点抓好七个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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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通讯员 丁嘉欣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端木）在牛首山西面，有一块美丽丰饶
的土地，享有牛首文化第一村的美誉。2020
年初，谷里街道周村社区聚力“微更新、微治
理、微幸福”工程，开始实施“记录乡村美好生
活”“三微”项目。

据悉，周村社区通过筛选社区“有特长、有
兴趣、有意愿”的居民，组建主播团队，拍摄富有
谷里特色、世凹桃源特色、美丽周村特色的小视
频进行文化推广。通过短视频微课堂、实景采

风、作品主题征集等方式，不断创新项目开展方
式，提升居民参与度。在全民参与的基础上，通
过融媒体平台的参与，拓宽意见反馈渠道。社区
管理者做好“有心人”，寻找社区治理的“短板”及
时整改，进一步强化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

“三微”项目实施以来，美丽乡村宣传员们
积极行动起来。接下来，社区将继续秉承“小
而精、微而特、准而实”的项目方向，聚焦身边
小事与实事，不断提高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
增加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周村聚力“三微”强化乡村精细治理

晨报讯（通讯员 朱莎莎 南京晨报/ 爱南
京记者 端木）为扎实做好冬季市容环境保障
工作，提升城市形象。连日来，江宁区湖熟街
道综合行政检查执法大队以“环境提升”为目
标，以“安全保障”为基石，持续开展冬季市容
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该大队在专项整治行动中一是严阵
以待，扎实开展扫雪防冻工作，按照部署要求，
对扫雪防冻物资进行了全面检查，同时严格落
实24小时值班制度；二是常抓不懈，持续开

展市容整治工作，重点对辖区内主次干道、背
街小巷、农贸市场等区域违规行为进行集中整
治，确保市容市貌整洁有序；三是应查尽查，切
实做好安全排查工作，严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
牌行为，提醒居民群众注意冬季消防安全和用
电、用气安全，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

下一步，街道综合行政检查执法大队将持
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扎实开展各项城市治理工
作，同时继续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及时做好道路
巡查和保障工作，确保辖区居民的出行安全。

湖熟街道“三项举措”提升城市形象

晨报讯（通讯员 刘峰）今年以来，江宁汤山
辖区内派出所、综治等部门联合开展多次出租房
整治管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位于汤山北部的
镇北责任区辖区内外来务工人员多、流动性较
大，治安形势颇为复杂。社区民警针对辖区“大、
多、杂”的治安特点，积极吸收网格员、村干部、协
理员等多元力量参与治安共建共治。先后入户

走访1200余户，摸排各类信息线索50余条，化
解矛盾隐患120余次，登记外来务工人员
14000余人，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在日
常走访中该片区民警非常重视多年邻里矛盾的
收集、化解工作。同时，为防范辖区内违法犯罪
行为，社区民警在采集信息的同时，进一步加强
网上比对和现场执法工作，确保地方稳定和谐。

汤山强化出租房管理 保障和谐安定

减资公告：根据 2020 年 12
月28日股东会决议，南京蟹
蟹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 50 万元减至
10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
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南京蟹蟹你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2020年12月28日
减资公告：根据 2020 年 12
月28日股东会决议，南京陈
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 50 万元减至 5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南京陈庄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2020年12月28日

减资公告：根据 2020 年 12
月28日股东会决议，南京一
和家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 50 万元减
至 5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
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南京一和家家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28日
减资公告：根据 2020 年 12
月28日股东会决议，江苏黑
鸭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
5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
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江苏黑鸭子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2020年12月28日

减资公告马鞍山市秋意浓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
人民币减少为 10 万元人民
币，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要求，逾期本公司将依
法减资。特此公告。
遗 失 张 健 高 级 建 筑
师 证 书 ，身 份 证 号
320902198003030612 声 明
作废
凌鹏军官证遗失，证号军字
第9876502号，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18 届毕业生骆一雨就业
协议书，学号 1804533118，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金桥市场炳兴锁
具经营部私章（姓名：池丙
兴 ）一 枚 ，银 行 账 号 ：
03318110001040006210，声
明作废。
遗失赵翠萍浦口区房屋拆
迁补偿协议，位于：顶山镇
大新村洋桥组，联系方式：
13851562916
遗失南京通球货运配载部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320102600030057声明作废
遗失：马鞍山嘉敏不锈钢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章（法
人：李霞朋），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
桥农贸市场营业执照税务
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注册号 320114000005979 声
明作废

15951803813（微信）订版
电话

2020南京体彩走过22个春秋，回
望22年风雨兼程，有这么一群人，他们
夜以继日，坚守在工作岗位；有这么一群
人，他们无怨无悔，坚定地践行公益；有这
么一群人，他们默默坚持，热衷于传递爱
心，他们就是南京体彩追梦人。与体彩共
同前行的岁月里，有人担起了责任，有人
收获了成长，有人找到了希望，有人学会
了奉献。每一个“追梦网点”故事，都在与
美好的未来“发生联系”。

为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充分展现体彩
网点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发挥典型人物
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体彩正能量，“2020
南京体彩追梦网点”活动现已开启。发现
温暖的体彩故事，聆听别样的体彩人生，来
自南京的30家候选网点已经集结，最终将

评选出20家“2020南京体彩追梦网点”，
让我们一起期待，共同见证。

本次“2020南京体彩追梦网点”活
动网络投票时间为12月29日10时至
12月31日22时，网络投票24小时开
通，投票用户每日限投票5次，每日最
多投5人，也可只选1人重复投票。了
解候选人详细事迹请点击候选人照片
下方的“详情”查看。“2020南京体彩追
梦网点”荣誉将通过网络投票与专家评
审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关注南京体彩
官方微信（njtycp），为您支持的体彩网
点投上一票，助他们C位出道！（本次活动
候选人严禁采取技术性手段刷票舞弊，一
经查实，将取消得票成绩。）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杨静

2020·南京 为体彩追梦网点打call 大乐透开出2注1000万头奖

诸 俊 燕 （ 身 份 证 号 ：
32011219631019166X）

卢 曙 （ 身 份 证 号 ：
320112196510270418）

卢 子 昂 （ 身 份 证 号 ：
320113199306032455）：

位于南京市栖霞区华电路99号颐和家园
03幢一单元1103室楼顶，面积为37.44平方
米的玻璃框架及砖混结构的房屋，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属违法建设。本局于2020年11
月1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
十四条的规定作出了《限期拆除告知书》（宁综法
栖〔2020〕Q010902号），经多种途径均无法向
你三人送达上述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将我局决定向你
三人公告送达，告知内容如下：

我局拟责令你三人在收到《限期拆除决定
书》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逾
期不拆除的，我局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

对上述告知，你三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如你三人需要进行陈述和申辩的，请在接到
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到栖霞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栖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12月30日

南京市栖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告

12月2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南京市浦口
区第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市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
部署，总结全年工作，研究部署“十四五”和明年
工作，审议区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凝心聚力，
创新实干、拼搏奋进，围绕高质量建设“江北明
珠”，持续打造“地标性产业高地、都市圈最美花
园”，高水平完成“十四五”开局目标，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

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
论了区委书记祁豫玮代表区委常委会所作工
作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区委副书记、区长曹海连
就明年经济指标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说明，审议
通过了《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坚决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
使命的决定》《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关于制定浦
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通报了区委常
委会2020年度抓党建工作情况，审议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南京市浦口区第四届委员会第十
次全体会议决议》。祁豫玮作了总结讲话。

2020 年区委常委会牵头抓总
突出三方面工作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
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
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区委常委会在省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增强“统”的能
力、坚守“稳”的基础、保持“进”的姿态、追求“好”
的成效，进一步提升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和质效。预计全年GDP同比增长3.5%；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2.9%；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5%，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7.8%；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5.9%；全
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4.6%；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由负转正。

一年来，区委常委会牵头抓总突出了三个
方面工作：一是抓防疫，牢牢守住第一底线；二
是抓发展，聚力打造“地标性产业高地、都市圈
最美花园”两大支柱；三是抓保障，全面夯实民
生服务、安全稳定和党的建设三个支撑。

2021年重点抓好七个方面工作
一要保障生命健康，落实疫情防控新要求。

把做好疫情防控作为首要前提，坚持内外共抓、人
物同防、软硬兼备，坚决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二要激发内生动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围
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聚焦“四新”行动，推动经济稳定运行增长。

三要聚焦地标打造，实现产业发展新突
破。深入实施产业地标崛起行动，持续推动产
业提升、园区提档、环境提优。

四要突出宜居宜业，丰富最美花园新内
涵。持续优化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和功
能，大力度推进乡村振兴，全方位擦亮生态品
牌，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美花园。

五要坚持共建共享，推动民生幸福新提
升。进一步加大要素供给力度，用情用力办好
民生实事。

六要注重标本兼治，开辟治理水平新境
界。切实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齐抓
共管防风险，多措并举提效能，力争创成省级
安全发展示范区。

七要强化凝心聚力，营造合力攻坚新局
面。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健全和优化党委对重大工作的领
导，全面提升依法治区水平，积极发挥法、检两
院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晨报讯（通讯员 郭振海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周敏）12月29日，建邺区召开新都市
暨精细化建设成果情况发布会，交出2020新
都市“年终答卷”。以新都市建设为契机，建邺
累计完成保障房建设、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生
态环境保护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等14个方
面、151项任务。

建邺着力提升综合服务发展品质与服务能
级——网红街区“喵喵街”，通过对建筑、室外景
观的整体升级与主体化改造，增加“猫”为主题的
雕塑、电影场景复制、音乐场景渲染等，构建一个
具有识别性和记忆度的“打卡地”；“银杏里”街
区，通过绿化景观的提升、智能灯光的渲染、公共
配套设施的增设、临时业态的植入，同时联动周
边产业文化的配合，增彩“夜之金陵”；新城吾悦
广场，集酒店式公寓、大型商业、室外街区为一
体，围绕“创意美学、品质生活、社交体验”三大关
键词，力争打造最具体验感的城市会客厅。

建邺顺应群众期盼诉求，以增加民生福祉
为出发点，办好呼声最强烈、意见最集中的民
生实事，完成玉兰里等16个老旧小区38.41
万m2、152幢房屋改造提升，对房屋进行立面

出新整治、对环境、道路进行整治，着力提升老
旧小区公共空间和配套服务功能。同时，完成
12栋在册危险房屋治理工作，切实消除危旧
房重大隐患，确保本区域居民人身财产安全和
消防安全。

建邺着力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打造
“人”畅其行、“车”畅其道、“物”畅其流的高效城
市中心。嘉陵江东街的打通是一个典型案例。
嘉陵江东街道路全长约118m，道路等级为城
市支路，设计速度30km/h，作为跨区断头路，
该项目的打通提高路网连通度，对缓解路网及节
点交通拥堵、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特色鲜明、生态宜居、富有活力的现
代化锦绣建邺！”建邺区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城建计划、新都市行动、精细化任务全
部超额完成，构筑了一批特色公共空间，推进了
一批城市街区有机更新，活化了一批街巷空间界
面。这既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也是创造高品质
社交场景、打造城市新地标的重要推动，是建邺
区加强安居保障建设、打造国际化城市客厅、美
化城市空间提升出行体验的直观表现，为建邺
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新都市动能”。

城建计划、新都市行动、精细化任务全部超额完成

建邺区交出2020新都市“年终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