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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19日08:00-18:00停电：110kV园铁线；
07:00-12:00停电：10kV翠屏线沟湾村994开关

前段（停电范围：通发电信器材、兆明晨光合金工具、凯
迪粉末冶金厂等西夏墅、罗溪等相关地段）；

10kV岳山线全线（停电范围：新奥特发纺织、精诺
工具制造、儒晟印染等西夏墅、罗溪等相关地段）；

07:30-13:00停电：10kV华山线华山路#7环网
柜：华山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新立名园部分、
腾龙苑部分、新北区龙虎塘街道办事处、常州北郊高级
中学等龙虎塘、新桥、安家等相关地段）；

08:00-11:45停电：10kV薛家线前进小周981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苏宁物流、和迪科技、金美机械制造
等新闸、永红等相关地段）；

10:00-14:00停电：10kV戚北线科能电力C1953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金仁煜塑胶厂、科能电力机械、宁
沪高速公路股份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6月22日0:00-1:00停电：20kV月星三线黄
河西路#21环网柜：月星三线2110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沃尔玛商业零售山姆会员店、江南环球港邮轮酒
店、江南环球港商业中心等三井、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临检）；

07:00-14:30停电：10kV普利一线汤庄卢南499
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小松机械更新制造、高新区普洛
斯仓储设施、中国石化销售股份等春江、罗溪、薛家等
相关地段）；

10kV汉西线全线（停电范围：东洋建苍电机、泰山弹
簧、新泉汽车饰件股份等三井、罗溪、薛家等相关地段）；

10kV民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全瑞机电科技、长信
恒车辆部件、一重集团常州华冶轧辊股份等罗溪等相
关地段）；

10kV吕西线全线（停电范围：新联铸业等罗溪等
相关地段）；

07:30-14:00停电：10kV丽三线采菱变至通用电
器厂南864开关至勤丰五队A1141开关（停电范围：东
南电器电机股份、排水管理处等雕庄、天宁、茶山等相
关地段）；

10k茶南线采菱变至城巷新村932开关至翠堤半
岛#1中02开关（停电范围：勤丰新村部分、勤丰花园部

分、东南兴达运输、康耐特环保科技、集味九香食品等
雕庄、茶山等相关地段）；

06月23日07:00-12:00停电：10kV观里线胜利
C1068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荣顺机械、柴家锻造、永创
金属制品等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大桥线凤凰路#3环网
柜：大桥线出线1120开关至勤丰村#1环网柜：大桥线
1110开关（停电范围：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雕庄街道
采菱村村民委员会等雕庄、局前等相关地段）；

06月24日06:20-18:30停电：10kV城巷线南庄
503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好得工具、城市照明管理处、
八达畜禽等西夏墅、罗溪等相关地段）；

10kV茂盛线葛家村A1780开关至镇开发区北
558开关（停电范围：西夏墅工具研究所、城市照明管理
处、新美水务等西夏墅、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香山二线西夏墅东大街C1042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池上村委会、东南村委会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桂花线棕榈路#1环网
柜:之星汽车销售115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常州之
星汽车等花园等相关地段）；

07:30-14:00停电：10kV新空线空港六村#1中
0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金穗汽车部件、新航置业、常州
公安消防支队新北区大队等春江、罗溪、三井、奔牛等
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6月19日07:30-12:30停电：10kV体育线经纬

巷配变、木梳路199号配变、县物资仓库配变、郊建工程
队配变；

07:30-13:30停电：10kV大仓线勤业22幢配变、
勤业34幢配变、勤业37幢配变、勤业25幢配变、大严
村北配变、勤业38-1幢配变、大严村配变、勤业43幢配
变、大仓路西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竹南线农科所配变、北
环18-11幢配变、北环18-13幢配变、北环18-14幢配
变、双环热工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西浦线浦河杨家村支线
7号杆后段；

10kV杨元线辐条支线；
08:30-14:30停电：10kV磷肥线王家巷配变；
06月24日08:00-14:00停电：10kV常恒113线

17#杆支线。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APP，实名制

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
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电。凡有双电
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
向停电线路倒送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
殊原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消，请关注报纸和网
站信息。

网上国网

声明作废
86603740

△中共常州市钟楼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
会 遗 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040012973902，声明作废。
△溧阳市人民医院费小东遗失医师执业证
书，编码：110320400001614，声明作废。
△芮晓怡遗失宝龙广场押金收据，编号：
0093139、0080064、0150657，声明作废。
△常州德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山东临
工轮式装载机产品合格证，机器编号：VL-
GL9550EK0604596，声明作废。
△王国长遗失NO:0129386号收据，声明
作废。
△邵春荣遗失 NO:3061333 号保证金收
据，声明作废。
△张晨煕遗失Q320347357号出生医学证
明，声明作废。

△张涛（苏DM868E）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天宁支公司商业保
险单，单证识别号：AEDAAE0015D00，流
水 号 ：32001906396592，保 单 号 ：
PDAA202032040000139598，声明作废。
△常州顺博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常州海双机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3204125944156，声明作废，寻回后不
再使用。
△常州通畅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苏D66796（黄）的道路运输证IC卡，道路
运输证字号320401408557，声明作废。
△罗靓遗失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美容美发与形象管理专业的毕业证书，证
号：150020174，声明作废。
△滕梓睿遗失Q320676225号医学出生证
明，声明作废。
△金坛区儒林小珍工程材料经营部遗失
320482000201710170044 号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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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6 月 17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度外长
苏杰生通电话。

王毅表示，6 月 15 日晚，印方一
线边防部队公然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
达成的共识，在加勒万河谷现地局势
已经趋缓情况下，再次跨越实控线蓄
意挑衅，甚至暴力攻击中方前往现地
交涉的官兵，进而引发激烈肢体冲突，
造成人员伤亡。印军的这一冒险行径

严重违背两国有关边境问题达成的协
议，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
再次向印方表示强烈抗议。我们要求
印方对此开展彻底调查，严惩肇事责
任人，严格管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
切挑衅性举动，确保此类事件不得再
发生。印方务必不要对当前形势做出
误判，务必不要低估中方维护领土主
权的坚定意志。

王毅强调，中印两国都是10亿级

以上人口的新兴力量，加快实现自身发
展振兴是我们各自肩负的历史使命。为
此，双方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是正道，符
合两国的长远利益；相互猜忌、相互摩擦
是邪路，违背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双
方应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通过中印边界特别代表会晤机制、边防
部队会晤机制等既有渠道，就妥处边境
事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边境地区
和平与安宁。

苏杰生介绍了印方的立场，并表示
印方愿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同中方落
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和平解
决边境地区争端，缓和边境地区紧张局
势。

双方同意公正处理加勒万河谷冲突
引发的严重事态，共同遵守双方军长级
会晤达成的共识，尽快使现地局势降温，
并根据两国迄今达成的协议，维护边境
地区的和平安宁。

印军在加勒万河谷再次跨越实控线蓄意挑衅

中国要求印方严惩肇事责任人

据新华社 6 月 17 日电 美国 5 月
下旬发起的“新冠病毒反应追踪研究”
调查显示，仅 14％美国成年人感觉

“非常幸福”，而2018年同期这一比例
为31％。

美联社17日报道，在这项由芝加
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开展的调查
中，2000名调查对象中有一半表示最
近几周经常或有时感觉“孤立”，2018
年同期这一比例为23％。

在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开展的另外
一项历时近半个世纪的调查、“综合社
会调查”中，感觉“非常幸福”的美国成
年人占比从未低于 29％。这项调查
从 1972 年起至少每隔一年收集一次
关于美国人态度和行为的数据。

关于新冠疫情的调查进行时，美
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

粗暴执法死亡事件尚未发生。
调查显示，只有42％调查对象认为，

当孩子们以后活到自己如今的年龄时，他
们的生活水平会比现在更好，2018年这
一数字为57％。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自
1994年就同一问题展开调查以来，先前
只有1994年比例较低，为45％。

由于疫情相关出行限制，45％调
查对象在最近 4 周感觉缺乏陪伴，
37％感觉受冷落，而 2018 年这两项
数字分别为27％和18％。

调查还显示，与 1963 年约翰·F·
肯尼迪总统遇刺以及 2001 年“9·11”
恐怖袭击后民众的反应相比，新冠疫
情暴发后美国人的感情和心理压力的
反应没有那么激烈，报告自己比平时
抽烟多、哭泣或感觉眩晕的调查对象
同样少得多。

调查显示：

仅14％美国成年人
感觉非常幸福

据新华社首尔 6 月 17 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 17
日发表声明，批评朝鲜方面的对韩最
新表态，认为由朝方近来一系列言行
引发的事态应全部由朝鲜承担后果。

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尹道汉
在声明中提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副部长金与正的谈话和朝鲜单方
面公开韩国政府希望向朝鲜派遣特使
的私下提议，认为朝方的言行“不明事
理”“违背常识”，强调由此引发的所有
事态应全部由朝鲜承担后果。

当天，韩国统一部就朝鲜人民军
总参谋部发言人的最新表态表示“强
烈遗憾”。统一部次官徐虎说，朝方宣
布的举措是倒退回2000年签署《南北
共同宣言》以前局面的行为，也是对韩
国国民财产权的明显侵害。韩方敦促
朝方停止进一步恶化局势的措施。

韩国国防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说，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公布的军
事行动计划与《板门店宣言》《＜板门
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背道而
驰，韩方深表忧虑。“如果朝鲜付诸行
动，必将付出代价”。

韩国统一部长官金炼铁 17 日下

午表示，自己对韩朝关系恶化负全部
责任并决定辞去长官一职。他说：“没
能达到国民希望半岛和平繁荣的要求
与期待，对此深感歉意。”

17 日早些时候，朝鲜劳动党中央
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表示，朝方
拒绝韩国政府 15 日提出的向朝方派
遣特使的请求，韩方必须严格管控“火
上浇油”继续刺激朝方的言行。据朝
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统
一战线部部长张锦哲同一天发表谈
话，表示朝方不再有与韩国当局举行
会谈的想法。

同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
称，朝鲜将在金刚山旅游区和开城工业
园区重新部署军队，并重启朝韩交界地
区附近的各种常规性军事训练。

朝鲜方面 6 月 5 日表示，为抗议
韩国纵容“脱北者”从韩国往朝鲜方向
散发反朝传单以及韩国对此事的处理
方式，将关闭位于开城工业园区的朝
韩联络办公室。9 日朝方又宣布，将
切断朝韩间一切通讯联络线，要把对
南工作全面转换为“对敌工作”。16
日，朝鲜炸毁了位于朝鲜开城工业园
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

韩国：由此引发后果应由朝鲜承担

朝鲜拒绝韩方向朝派遣特使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6 日电（记者
熊茂伶 高攀）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
日前报道，4 月份中国重新成为美国
最大贸易伙伴。在新冠疫情使全球贸
易整体低迷的背景下，这对美国农民
和其他出口商来说是一大好消息。

报道说，今年 4 月中美双边贸易
额攀升至近 397 亿美元，比 2 月份增
长近 43％。这一数字再次超过美国
与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额。报道同
时指出，中美月度贸易额仍远低于
2018 年 10 月创下的 614 亿美元的历

史纪录。
拥有超过200家在华经商的美国

会员企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克雷格·艾伦表示，中国可能成为今明
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他
希望美国公司能从中受益。

世界银行8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全
球经济展望》报告说，受新冠疫情冲击，
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下滑 5.2％。
其中，美国经济将萎缩6.1％。但中国
经济有望实现1％的增长，是今年唯一
可能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4月双边贸易额近397亿美元，比2月份增近43％

中国重新成为美最大贸易伙伴

6月16日，在位于黎巴嫩南部辛尼亚村的中国维和部队营区举行的授勋仪式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
司令德尔科尔（左）为中国官兵授勋。

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全体410名官兵16日被授予联合国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任务期内为维护黎巴嫩南部地
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的突出贡献。 新华社发

对口单招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 一个村大小企业有130多家

注：艺术类分数线为文化统考成绩/专业技能成绩。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6 日电
（记者邓仙来 孙丁） 美国总统特朗
普 16 日签署一项旨在确保警察安
全执法的行政命令。这一行政令是
抗议示威发生以来，白宫首次针对
警察暴力执法出台的实质性举措。

根据这项名为“用安全执法保
护社区安全”的行政令，美国各州及
地方执法部门必须对自身措施与政
策持续进行评估与改进，确保执法
行动透明、安全且负责任。为此，司
法部将制定相关标准并指定独立认
证机构，对寻求获取认证书的执法
部门给予资金激励。

行政令还要求，司法部设立数
据库，对州及地方执法部门在执法
过程中过度使用武力情况进行信息
共享；司法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合作，为执法人员提供培训，以便其
更好处理涉及精神病人、无家可归
者及吸毒人员的案件；司法部长向
国会建议推动旨在改善执法行为的
立法，并加强与改善执法行为相关
的资助计划执行力度。

此外，行政令规定，除法律允许
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形外，警察在执
法中不得使用阻碍抓捕对象呼吸的

“扼喉”动作。

特朗普签署政令
整改警方

代码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4

25

27

21

科目组名称

建筑

机械

机电一体化

电子电工

计算机应用

化工

农业171种植

农业172养殖

财会

市场营销

旅游管理

烹饪

汽车

纺织服装

体育

药品

艺
术
类

211艺术设计

212音乐教育

213播音主持

214影视表演

215舞蹈编导

本科分数线

779

666

739

735

798

719

722

760

821

734

693

707

736

695

631

----

270/225

167/210

176/232

171/230

146/196

专科分数线

202

209

203

207

201

210

358

363

203

223

217

224

215

266

345

337

109/142

146/201

----

----

----

（上接A1版）
未被录取的考生，可通过省教

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省教育考试院
设立的中职注册入学网上管理平台
申请注册。具体注册入学时间为 7

月 1 日－3 日，共分两轮进行，第一
轮为 7 月 1 日至 2 日，第二轮为 7 月
3 日，每轮均包含考生申请、院校审
核、计算机匹配录取三个过程。

（尤佳）

（上接A1版）针对村里住着的4000多名
外来人员需求，村里吸引民间资本，创办
了一所能够容纳300多名孩子的幼儿园，
为远离镇区的新市民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
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两翼齐飞，才

能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里飞得高远。”
周建明说，乡风文明也是生产力，勤新村
已经插上经济这只翅膀，还要插上文明
的翅膀，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移风易
俗、健全法治建设。

遥观是以“扯天灯”和“挂鹞灯”闻名
的风筝之乡，勤新村作为风筝文化特色
村，打造了鹞江南风筝文化展示馆，成立
风筝协会，邀请风筝制作技艺传承人许
兴南担任名誉会长，教村民制作风筝技
艺。每年，村里有 100 多位村民在风筝
节上显露身手。健身广场旁，竖起了以

“幸福生活，筝筝日上”为主题的“善行义
举榜”，24 孝文化墙展现了闻雷泣墓、亲
尝汤药等孝亲故事。依托风筝特色文
化，去年勤新村启动了“小风筝串起大平
台”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项目。

2015 年，勤新村设立勤俭园，成立
红白理事会，倡导文明、健康的婚丧新
风。村里的杜、张、王、许四姓，都在此亮
出了家风家训。为反对铺张浪费、大操

大办、相互攀比的陋习，村里规定办宴席
每桌不得超过 1500 元。勤俭园适当收
取场地费，这部分收益以扶贫帮困的形
式返回给村民。“去年 5 月 3 日，女儿的
婚宴就办在勤俭园。”村民潘兰告诉记
者，当时宴请了 12 桌，每桌比酒店省了
600 多元，还省了包车的费用，特别实
惠，大家都很满意。

勤新村常住居民有 800 多户 2800
多人，每年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近
700件。作为百姓议事堂的2.0版本，去
年11月，勤新村和遥观镇司法所联合打
造“初心茶社”。村民来这里商民生、议
民事、处理矛盾纠纷，党员常在这里集中
学习。“一张笑脸相迎，一杯清茶解渴，一
腔热情办事。”村民刘焕林说，他与另一
位村民因自留地附属物的所有权问题，
一度闹得不愉快。去年底，问题在“初心
茶社”得到圆满解决。从那以后，他有事
没事总爱上茶社坐坐。

以“百姓议事”为治村纽带，如今勤
新村道路畅通整洁，两边覆绿到位，村民
房前屋后和一些池塘因地制宜建成了景
观带、景观湖。

该村先后创成江苏省文明村、江苏
省健康村、江苏省民主法治示范村、江苏
省和谐社区示范村、常州市廉政文化示
范点。 马浩剑 薛飞 沈澎澎

附表

江苏省 2020年普通高校对口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单独招生本科和专科统招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上接 A1 版）要进一步优化市区财政体
制改革，实现事权财权相匹配，集中力量
办大事。认真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重视重点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到位率，让
实体经济增强获得感。会议认为，同级
审报告披露的问题客观真实，要加大对
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建立完善与预算
安排相挂钩的机制，进一步加大对社会
普遍关注的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审计监

督，加大对查出老问题、类问题的整改力
度，严肃财经纪律。

张耀钢充分肯定了财政、审计部门围
绕财政决算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效，同
时指出预算收支管理要紧扣“六稳”“六
保”要求，对照预算法和中央有关要求，还
有许多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要努力抓好
财政增收与支出保障，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预决算管理、审计。 （刘一珉 陈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