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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买卖、出租、转让靖江最佳平台

80元/天
联系地址：靖江日报社一楼广告部 电话：8４８５２６７８ 周 云

场广信产房江靖 息
厂房及酒店出租

位于江阴园区八圩路上有厂房和中高档酒
店对外低价出租或转让，双证齐全。咨询
电话：13951143288

厂房出售或出租
马桥镇江平路边，国有土地面积约 13
亩，新建厂房约6000平方米，水电设施
齐全，可租可售，有意者价格面议。联
系电话：13852859259

标准化厂房出租
新港城江平路、六助港路交会处（格菱
动力旁）标准化厂房1300平米，总高12
米，5吨行车，水、电齐全，配办公用房
300平米。13951175236

楼
盘
热
线

御水湾：84908888
地中海花园：84930888
阳光国际花园：80706666
自在城：84966666
泰和国际城：81168888
宏润花园：89153333
长虹花园：89193333
水岸华府：89158888
滨江国际：89155111

现房招租
城北园区德丽大厦 10层楼，共计 3万㎡，超
大地面，地下停车场，宜车间、写字间、公寓、
连锁酒店，其中 3楼层高 14米，宜培训健身
中心，可以分租18501424978，13701424978

厂房出租
骥江西路延伸段楼下车间出租，面积1000㎡，高7.5米，长50米，双跨。可装
行车，水电设施齐全，租金面议。电
话：13951150078

别墅出售
出售长江玫瑰园联排别墅 290 平米，精装。
13605260261

旺铺出售
中国常熟服装城核心圈内产权商铺对外出
售，小面积低总价高回报，总价 16万起。免
费看房热线：13815988827、18705115777

房屋出售
出售御水湾酒店式公寓 40平米，朝南，拎包
入住，35.5万元。18136829036

房屋出售
129万轻松实现别墅梦，长江之星联排别
墅，房源有限，先买先得，心动不如行动，18952627777，丁小姐，15052316999夏
先生，18951166666姜先生

天地房、厂房出售
1.省靖中附近3间地皮建2间5层，前后6米院子，
2013年建，全新框架，豪装，关门卖，拎包入住，位
置佳，价格面议，随时看房。2.新汽车站两间两层
门面，88万。3.东环东大马路边10亩现代化厂房
加办公楼，国有双证，1680万，13376000165

中天多层4楼90㎡精装81.8万
金泰大厦10楼115㎡精装78万
地中海电梯房6+7复式180㎡高装110万
江丰公寓2楼100㎡精装证库68万
泰和国际城附近5楼105㎡中装60.8万
南环花园6+7，130㎡精装证库68.8万
城北小学附近115㎡精装证库59.8万
新建北路2楼100㎡证库39.8万
浏村桥附近2楼90㎡中装证库45万
南环花园3楼126㎡中装59.8万
御水湾公馆17楼45㎡精装朝南41.8万
御水湾1期90㎡精装81.8万
国际大酒店附近二间三层精装有院子200万
水厂附近二间三层中装双证180万
新建路二间二层门面180㎡178万
长江玫瑰园双联别墅毛坯220万
房产热线：84810468，15298531118

马洲信息
房产经纪、房源推荐咨询服务

厂房仓库出租
靖城东环路口红绿灯附近，有 300平米可做
厂房或仓库出租。标准化厂房、交通便利、
环境较好。13901427011

厂房出租
车站路62号天妃宫桥旁有厂房数百平方米，
可 供 办 公 、车 间 、仓 储 用 途 ，可 分 租 。
13016712507

出售门面房、公寓楼
出售巧丽公寓 A 区 15 楼中装关门卖，净得
78万。出售巧丽公寓门面房540平米，1.3万
每平米。联系电话13739109899

厂房出租
靖江市东环五里桥有350㎡厂房出租。联系
人陈先生13357795860

写字楼出租
中小企业创业基地海得尔大厦办公楼现房
招租，房租减半，最高租5年送5年，租金低
至 5000 元/年起，豪华挑高大堂，超大地下
及地面停车场，并有 5.2 米层高复式办公
楼，详询15996037772

据新华社 1990年北京亚运会
吉祥物“盼盼”的形象代言、大熊猫

“巴斯”28 日迎来了 35 岁超高龄生
日，福州熊猫世界为其举办了生日
庆典。

海峡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邀请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保护专家、
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巴斯有缘人”
一起为熊猫“祝寿”。他们为“巴斯”
准备了 4 层的大蛋糕和“寿星桂
冠”。老年“巴斯”依然憨态可掬，毛
发黑白分明，精神也不错，在游客围
观下，慢慢品尝饲养员为他特制的

“竹叶蛋糕”。
“巴斯”的传奇一生始于 1984

年。当时，饿得发慌的它下山觅食，
不慎落入水中，被四川宝兴县村民
李兴玉救起，迎来第一次新生。

“巴斯”成名源于她擅长运动，
掌握多项技能，举重、晃板、骑车、投
篮等等。凭借一身本领，她被当作
中国人民“和平使者”于 1987 至

1988 年访美，在圣地亚哥动物园逗
留了 200多天。后来被选为 1990年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形象代
言，上了春晚，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熊猫。

经历辉煌后，“巴斯”在福州大
梦山的晚年生活也并不平坦。2002
年，“巴斯”患高血压曾昏迷长达一

周，同年还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
这是我国首例取得成功的大熊猫白
内障手术。2010 年，“巴斯”即将迎
来30岁生日时，突发胰腺炎，再次与
死神抗争8天8夜，得以生还。如今

“巴斯”度过 35岁生日，相当于人类
活到百岁以上，在低纬度、低海拔地
区，堪称奇迹。

据新华社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
食品药品监管局了解到，从12月1日
起，山东省的火锅店、自助餐等餐饮
服务单位，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
示羊肉产地或来源、品牌等信息。

这是山东省规范整治打击羊肉
及其制品专项行动的硬性规定。山
东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期
3 个月的专项行动分为两个阶段，
12月1日至12月20日，羊肉及其制
品的屠宰主体、生产经营企业自查
自纠；12月 21日至明年 2月 20日，

开展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检查。
山东省提出，严禁屠宰未经检

疫或检疫不合格、病死、注水及注入
其他物质的羊，严禁使用来源不明、
病死羊肉及畜禽肉等不合格肉品加
工生产，严禁销售病死、未经检疫、
来源不明以及掺假掺杂等不符合食
品安全的羊肉及其制品。餐饮服务
环节严禁采购和使用病死、标签不
完整、来源不明或不合格的羊肉及
其制品。提供混合肉的，应当明确
告知消费者。

据新华社 北京市预警中心
11 月 29 日上午将正在执行的空气
重污染“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
警”，这是今年首个空气重污染“橙
色预警”。目前，北京市受高湿度、
强逆温、弱风速等不利气象条件影
响，污染物扩散条件差，空气质量处
在“重污染”水平。

北京市预警中心于 27日 14时
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北京
市环保监测中心接受采访称，29日
由于前期污染浓度积累高，全天空

气质量仍会达到“4级中度污染”至
“5 级重度污染”水平，随后受高湿
度、强逆温、弱风速等不利气象条件
影响，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预计仍
会达到“5级重度污染”状态。

北京市环保局介绍，“橙色预
警”的应急措施在“黄色预警”措施
基础上，主要增加了部分工业企业
停产限产，混凝土浇筑、建筑垃圾和
渣土运输以及从事相关运输作业的
重型车辆停止上路行驶，喷涂粉刷
等施工作业停止施工等。

据新华社 记者从山西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获悉，11月29日7时46
分许，在山西侯平高速公路（S75）太
原方向15－16KM处，发生多起、涉
及29辆车相撞的道路交通事故，目

前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山西省主要领导

作出批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立即
赶赴现场组织实施救援。目前，事
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我国国产支线客机ARJ21正式交付
预计3个月后将投放市场

据新华社 中国国内航线将首
次用上中国生产的喷气式支线客
机。11 月 29 日，ARJ21 第 106 架机
从上海飞往成都，交付给全球首家
用户成都航空公司。

这架飞机为90座全经济舱型客
机。执飞此次“交付航班”的是成都
航空首批获得ARJ21飞行资质的飞
行员。来自中国工信部、发改委、中
国商飞公司的人士作为乘客，见证
ARJ21的“出嫁之行”。

这是继 11 月 2 日 C919 大型客
机总装下线后，中国航空工业又一
重大突破。自此，中国国产喷气支
线客机 ARJ21 项目经过 13 年，完成
设计、试制、试验、试飞、取证、生产、
交付全过程，接受商业运行考验。

记者从成都航空获悉，ARJ21
交付后，根据行业规定，还须通过运
行合格审定，预计交付3个月后将投

放市场。成都航空副总经理何培文
说，初期 ARJ21 将投放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武汉、西安等7条航线。

根据计划，2016年底之前，将有
5架ARJ21飞机完成交付，其中 2架
为90座级，3架为78座级。预计5~6
年内完成30架ARJ21飞机的交付。

ARJ21 新支线飞机是中国首次
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
线飞机，包括基本型、货运型和公务
机型等型号，座级 78~90 座，航程
2225~3700公里，主要满足从中心城
市向周边中小城市辐射型航线的使
用要求。

2008 年 11 月，ARJ21 在上海成
功首飞。之后，先后投入5架飞机进
行试飞取证，累计安全试飞 2942架
次、5258 小时，于 2014 年获得中国
民航局颁发的适航证。2015年 3月

起，ARJ21 在全国 15 个机场开展了
为期半年的航线演示飞行。

ARJ21 的适航取证过程还接受
了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的“影子
审查”。严格按照国际通用的适航
管理条例进行全过程管理，这是中
国民机研制实践的第一次。2014年
12 月，FAA 完成影子审查的现场工
作。

为完成飞机的顺畅交接，ARJ21
主制造商中国商飞公司与成都航空
在人员培训、航材准备、手册编写以
及模拟运行方面进行了充分协作。
商飞公司市场与支援部部长陆朝阳
介绍，成都航空已有 300余名飞行、
乘务、航务等人员接受培训。

据成都航空介绍，从飞机性能
看，ARJ21较适合西南航空市场，待
其运行成熟并实现商业成功后，将
有望投放到东南亚市场。

明星熊猫明星熊猫““盼盼盼盼””
度过度过3535岁高龄生日岁高龄生日

11月28日，大熊猫“巴斯”在饲养员的引导下挥手致意。

北京空气重污染持续

升级为今年首个“橙色预警”

山东打击羊肉及其制品专项行动

要求火锅店公示羊肉产地等信息

山西11.29高速交通事故

29车相撞已致4死5伤

呼伦贝尔大草原

遭遇罕见“无雪”天气
据新华社 11月29日清晨，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及其周边终于降下立冬以来第一
场小雪。虽然积雪薄若蝉翼，却让
当地百姓兴奋不已。

呼伦贝尔市气象灾害防御中
心主任姜凤友说，截至 11 月底，在
呼伦贝尔 25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
地上，只有林区有零星积雪，这种
情况近年来较为罕见。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数据，今年
10 月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呼伦贝尔地区冷空气活动弱，水汽

条件不足，降水过程少，90%以上的
草场都无积雪。

在 42 岁的宝力德巴特尔印象
中，草原上快到12月而不下雪的年
景似乎未曾见过：“老人们把这种
情况叫‘黑灾’，在以前没有深井的
时候，只能靠融冰喂水。”

宝力德巴特尔所说的“黑灾”
是几十年前草原上较为可怕的灾
害。入冬后，牧区若降雪太迟，牲
畜便会因为吃不上雪、喝不上水导
致血浓度上升、膘情下降、母畜流
产、疫病流行，甚至出现大批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