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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28日06:30-16:00停电：10kV梅村线卜弋变
至河埂B1091开关至泰村塘西B1223开关至五巷管家
A1460开关（停电范围：邹区水务工程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鑫海线汪顶浜5313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邹
区水务工程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满墩线卜弋变至段庄5295开关至观音塘
B1644开关（停电范围：佳得顺热能设备等邹区等相关
地段）；

10kV厚余线北高头B1447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新屋村委会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赵市线全线（停电范围：曙光村委会等邹区
等相关地段）；

07:30-13:00停电：10kV西上线万福路#11环网
柜：市公安局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常州公安局等
局前等相关地段）；

06月29日05:00-06月30日20:30停电：35kV
天马线、35kV美伊线、35kV新水线；

06月29日08:00-18:30停电：35kV波林线；
06:00-14:30停电：20kV玉龙线杨元变至百馨西

苑#1中02开关至百馨西苑#1环网柜：玉龙线2110开
关（停电范围：迪森锅炉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安园线杏村南533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新
北环境卫生管理处等百丈等相关地段）；

10kV赣西线赣江路2号环网柜：水龙头支113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科勒水龙头、高氏飞宇机械设备、平
谦现代产业园等春江、百丈等相关地段）；

07:00-14:30停电：10kV丽江线种子站A1670
开关至香山福园1号中02开关至香山福园3号中02开
关（停电范围：双拓合金、天保宏达交通设施、昱豪精密
铸造厂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郭河线枉河头B1997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宇轩车辆饰件、常宇工具、柏鹭工具科技等西夏墅、罗
溪、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07:00-17:30停电：10kV青龙线龙城大道#10环网

柜：青龙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创群商贸、社会捐助
工作中心、亚通铜业等青龙、丁堰、朝阳等相关地段）；

10kV桐家线桐家新村B1390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桐家浜排涝站、亚玛顿股份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10kV桐心线青洋路#11环网柜：桐心线出线11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德嘉置业、苏州依士达物业管理
等红梅等相关地段）；

10kV月夜线全线（停电范围：月夜灯芯绒、昆帝纺
织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10kV德嘉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
德嘉置业等青龙、朝阳、红梅等相关地段）；

10kV高士线全线（停电范围：德嘉置业等红梅等
相关地段）；

06月30日07:30-20:00停电：35kV遥电线；
06:00-15:30停电：10kV丽江一线丽江路1号环

网柜：丽江一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丽江花园部
分、丽江茗园部分、巨朋纺织印染、锋和数控刀具厂、宏
仁工具等西夏墅、三井、罗溪等相关地段）；

10kV香山二线镇南西G1104开关前段（停电范
围：恒凯房产开发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阳澄线恒丰塑业79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西夏墅金苑花园部分、山阳工具制造、超利工具厂、三
特工具等西夏墅、罗溪等相关地段）；

10kV茂盛线西源污水A1784开关前段（停电范
围：新美水务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阿里线全线（停电范围：景西华庭部分、丽江
花园部分、丽江茗园部分、创力工具厂、中远精密工具
厂、吉昌纺织等西夏墅、罗溪等相关地段）；

07:00-14:00停电：10kV新闸线依维柯客车474
开关至龙江路#10环网柜：新闸线1110开关至星鑫家
园02开关（停电范围：尚雍商贸、五星实验小学、旺得福
饮用水厂等永红、五星、新闸、薛家等相关地段）；

07:20-14:30停电：10kV新西线新桥大街#3环
网柜：新西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新桥村委会等
新桥等相关地段）；

07:30-11:30停电：10kV石埝线二工场B18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石堰村委会、焦溪村委会等郑陆
等相关地段）；

07:30-17:00停电：10kV精工一线光阳配电所：
精工配Ⅰ段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佳安物业管理、
江苏农用激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精工二线汉江中路1号环网柜：精工配II段
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牡丹物业
服务、江苏农用激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三井、河海等
相关地段）；

07月01日07:20-12:00停电：10kV双力线牟家
开关支线41号杆后段（停电范围：牟家村委会、宁河村
委会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7:30-11:30停电：10kV福阳线福成科研C1766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大福阳物流、佑风微电子股份、庆
康加速器科技发展等青龙、北环等相关地段）；

10kV常青线普宁仓储C1957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凯特工业机器人、诺德电子股份、曼淇威压力传感
器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二院线城市花园中间变
电所:局前街街办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骐语酒店
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7月02日07:00-12:00停电：10kV檀香一线清
潭西路4号环网柜：檀香一线出线1120开关至城市中
央美居1号中间变电所：檀香一线1110开关（停电范
围：星光钢化玻璃制品厂、丰得机械、恒鑫精机等五星、
永红、花园等相关地段）；

07月03日05:30-14:00停电：10kV东亭线小
河变至富民景园#7中01开关至孟河固村A1502开关
（停电范围：孟河苗圃、隆达机械厂、佳森电器等孟河、
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卧龙线全线（停电范围：敏瑞精密压铸、鼎豪
车辆配件、南挂车辆部件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06:30-17:00停电：10kV科技线天合光能148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震宇金属表面处理、孚林新材料
科技、友机光显电子科技等三井、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10kV南海线韦米克C197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三菱电机士林电装品、创耀船用电子、摩诺克里斯光伏
科技等新桥、三井、龙虎塘、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创大线全线（停电范围：腾冉实业投资、京信
电线、益豪建设等河海、三井、龙虎塘、安家等相关地段）；

20kV光伏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安瑞达新材料、优
谷新能源科技股份等龙虎塘、安家等相关地段）；

20kV浏阳线全线（停电范围：库柏电气、永祺车业
股份、天合光能股份等三井、龙虎塘、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高博一线全线（停电范围：同惠电子股份、综
合保税区投资开发、庄信万丰电池材料等三井、龙虎塘
等相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新街线新市路#1环网
柜：新市路#1箱115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扬家弄部分
等五星、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10kV锦海一线嫩江变至职教中心C1380开关至
技师学院B1063开关（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新
桥第二实验小学等三井、新桥等相关地段）；

07月04日05:30-18:00停电：10kV申江线花
庄B1755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等孟河、小河等相关地段）；

10kV绥南线张家777开关至礼南A1961开关
（停电范围：科悦电子、川野园林绿化工程、万翔车辆部
件等小河、西夏墅、孟河、万绥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6月28日08:00-12:00停电：10kV白荡线清潭

140幢配变、清潭136幢配变；
08:00-13:00 停电：10kV 谢家线 30 号杆搭头

后段；
10kV武荡线郑陆黄天荡姚北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汽配线凤翔车辆支线

（临检）；
12:00-16:00停电：10kV白荡线潘家村南配变、

广成17幢配变；
06月29日08:00-12:00停电：10kV广成线清潭

18幢配变、清潭22幢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电视线裴家村配变、新

华苑南配变、新华苑北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腾龙线德福电子支线1

号杆后段；
10kV青洋线钢圈厂支线；
12:00-16:00停电：10kV广成线广成路5幢配

变、清潭5幢配变；
07月01日07:30-12:30停电：10kV城中线雪洞

巷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丽华线朝阳68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天地线11号杆南侧电

缆后段；
08:30-12:00停电：10kV旺田线马家支线7号杆

后段；
07月02日08:00-12:00停电：10kV卜河线邹区

卜弋曙光村东配变、邹区卜弋曙光河湾配变；
07月03日07:30-13:30停电：10kV新街线龙

船浜5幢配变、龙船浜配变；
08:00-11:00 停电：10kV 龙虎线仙龙前胡庄

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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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晓雯遗失扬州大学就业推荐表一

份，编号：73864741，声明作废。

△吕晓雯遗失扬州大学就业协议书一

份，证号202073864741，声明作废。

△父亲：林贵龙，母亲：刘丽华遗失儿子

林 沛 予《出 生 医 学 证 明》，证 号 ：

Q320772118，声明作废。

△常州奉天物流有限公司（苏D61395）

遗失 01405813 号道路运输证，声明

作废。

△王梓墨遗失Q320866879号出生医学

证明，声明作废。

△梁奎阳遗失中海宏洋置业常州有限

公司收据，编号：dj15181，声明作废。

△杨雯琪遗失R320349142号出生医学

证明，声明作废。

△杨雯玥遗失R320349143号出生医学

证明，声明作废。

△章晔遗失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

工作证，证号：32045101，声明作废。

△常州灏缘轩艺术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江苏英武联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

再使用。

△史宏辰遗失O320231701号医学出生

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苏0404破1号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江苏科麦德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4月
10日裁定受理常州兆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并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
年6月10日指定江苏天择律师事务所、常州
金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常州兆阳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常州兆阳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8月14
日前向常州兆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玉龙南路
213号常州钟楼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创新
大厦511室，联系人：张国俊13372271111、
刘旺胜1320520579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常州兆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常州兆阳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8月28日下午14时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方式、地点
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我国完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

据新华社西昌6月23日电（记者李
国利 张汨汨 胡喆）天为棋盘星作子，中
国北斗耀太空。因技术原因推迟一周发
射的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23
日上午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重启”发射
后成功布阵太空，我国提前半年全面完成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

这颗卫星经过一系列在轨测试入网
后，我国将进行北斗全系统联调联试，择
机面向全球用户提供完整的全天时、全
天候、高精度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当日 9 时 43 分，大雨过后的西昌发
射场云雾缭绕。01 指挥员尹相原下达
点火口令后，乳白色的长征火箭托举着
卫星缓缓升空。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36次
飞行。时至今日，我国共组织44次北斗
发射任务，用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
先后将 4 颗北斗一号试验卫星、55 颗北
斗二号和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成功率达100％。

卫星经过约30分钟的飞行，顺利进
入预定轨道。随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地球
中圆轨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种不同轨道的卫
星组成，包括24颗地球中圆轨道卫星、3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3颗地球静
止轨道卫星。此次发射的为地球静止轨
道卫星，被亲切地称为“吉星”。

北斗全球系统星座
提前半年部署完成

23 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这一由我国自
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将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
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
随着北斗卫星的全球组网，“北斗”将
如何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和商业模式创
新？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便利？

70％以上中国智能手
机已有北斗服务

“高大上”的北斗导航，已经不知
不觉“飞入寻常百姓家”。据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长风透露：

“在中国入网的智能手机里面，已经有
70％以上的手机提供了北斗服务。”

如果仔细留意，其实不难发现，天
上的北斗不仅与手机相连，我们日常
生活很多地方都有它相伴。自 2000
年我国发射第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
以来，历经 20 年建设发展，北斗系统
已经广泛应用于国计民生各个领域。

未来，随着北斗全球系统建成，
“中国北斗”将进一步造福全球，也将
更加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介绍，北斗系统大众服务发
展前景广阔。基于北斗的导航服务已
被电子商务、移动智能终端制造、位置
服务等厂商采用，广泛进入中国大众

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深刻改变
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电子商务领域，国内多家电子
商务企业的物流货车及配送员，应用
北斗车载终端和手环，实现了车、人、
货信息的实时调度；在智能穿戴领域，
多款支持北斗系统的手表、手环等智
能穿戴设备，以及学生卡、老人卡等特
殊人群关爱产品不断涌现，得到广泛
应用。

北斗系统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显著

小到一顶安全帽，大到交通运输、
农林牧渔⋯⋯北斗系统提供服务以来，
已在交通运输、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
象测报、通信时统、电力调度、救灾减
灾、公共安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产
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福建厦门 220kV 李林变电站
建设现场，记者看到，现场工作人员戴
的安全帽和以往不同，帽檐下方多了
许多小按钮，这是集成了北斗高精度
授时定位模组的安全帽。北斗高精度
授时定位模组让包括安全帽在内的一
批传统安全工具都具有了强大功能。

工作人员介绍，安全帽还集成了
包括一键拍照实时上传功能，可让后
台安全监督人员第一时间了解现场施
工情况，还有紧急状态自动报警、一键

求救、照明等许多实用的安全功能。
此外，我国电网设备分布广泛，许多

电力设施都在无通信公网地区，电网公
司一线员工在这些地区进行电网建设或
者巡检作业时，往往缺乏有效的通信手
段与后方人员取得联系。

有了北斗卫星系统，电网公司的员
工在无通信公网地区作业时，只需要携
带一个小小的“短报文通信终端”，通过
蓝牙与手机相连后，就可让普通的手机
具备发送北斗短报文的能力，将现场情
况和位置信息发到后方人员的手机里。

在交通运输方面，北斗系统广泛应
用于重点运输过程监控、公路基础设施
安全监控、港口高精度实时定位调度监
控等领域。截至 2019 年底，国内超过
650万辆营运车辆、3万辆邮政和快递车
辆，36 个中心城市约 8 万辆公交车、
3200 余座内河导航设施、2900 余座海
上导航设施已应用北斗系统。

在农林渔业方面，基于北斗的农机
作业监管平台实现农机远程管理与精准
作业，服务农机设备超过5万台，精细农
业产量提高5％，农机油耗节约10％。

从“梦想在望”变成“梦想在握”，今
日之北斗已完成“三步走”的战略。到
2035 年，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我国还将
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
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记者胡
喆 颜之宏

北斗全球组网将给人们带来什么？
6月23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新华社发

中国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
网卫星23日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
全面完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
座部署。多家海外媒体对此高度关
注。

美联社当天发表文章说，中国
成功发射最后这颗组网卫星，“标志
着中国在航天大国的发展道路上更
进了一步”。北斗系统可提供覆盖
全球的授时和导航服务，成为美国
全球定位系统（GPS）、欧洲伽利略
卫星导航系统、俄罗斯格洛纳斯导
航系统以外的又一选择。

“我认为北斗三号系统的运行
是一个大事件。”法新社援引美国哈
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天文学
家乔纳森·麦克道尔的话说，这“使
中国拥有独立于美国和欧洲的系
统”。

路透社日前在有关中国北斗系
统的报道中援引澳大利亚航天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登普斯特的
话说，与此前的类似系统相比，北斗

系统在一些方面有优点，比如一些信
号的精度更高、星座维护更加容易等。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 22 日发表
文章说，巴基斯坦是中国以外第一个
使用中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有关项目帮助巴基斯坦以更低成本和
更高效率进行基础地理测量、土地管
理和港口调度等工作。

多家海外媒体还梳理了中国北斗
系统的发展历史、具体构成等。中国
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表示，在 23
日发射的这颗卫星入网后，中国将进
行北斗全系统联调联试，择机面向全
球用户提供完整的全天时、全天候、高
精度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中国自 20 世纪后期开始探索适
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道路，逐
步形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年
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供服
务；2012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
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 年，建成北
斗三号系统，具备完整全球服务能
力。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外媒高度关注中国完成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

坚持厉行禁毒方针 打好禁毒人民战争
推动禁毒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上接A1版）完善毒品治理体系，深
化禁毒国际合作，推动禁毒工作不
断取得新成效，为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
赵克志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
示。他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以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为榜样，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
高昂的斗志、更加有力的举措，不断
夺取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新胜利。

会上，2015 年以来在禁毒工作

各条战线上作出突出贡献的100个先
进集体和 100 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云南省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深圳
海关缉私局侦查二处、云南出入境边
防检查总站普洱边境管理支队澜沧边
境检查站和内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血
液保障科主任陶迎春、江西省萍乡市
禁毒志愿者协会会长段华胜等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作了发言。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国家禁毒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
市县禁毒委员会负责同志、受表彰的
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等分别在主
会场和分会场参会。

（上接 A1 版）提高站位，强化担当，
率先垂范，认真抓好分管委室的作
风建设；作风建设要与严格平时考
核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
度，通过考核这个指挥棒，切实提升
全体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作风建
设要与完成目标任务相结合，按照
序时进度，对标对表，落实好全年各
项工作目标；作风建设要与干部队
伍建设相结合，进一步强化正向激

励和责任约束，对党员干部严格教育、
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打造一支政治过
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政协机关干
部队伍，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何玉清、

吴新法、徐伟南、赵正斌，党组成员陈
俊杰，党组成员、秘书长周效华出席会
议；市政协副主席蒋必彪、卢明康列席
会议。 （黄钰 孙蕾蕾）

践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上接A1版）
会议讨论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和《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执法检查
工作方案，听取了全市涉野生动物

“一决定一法”及省《条例》执法检查
工作情况汇报。对于做好两个执法
检查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做好执法检查的紧迫
感和责任感，用法律的武器保护生
态环境，用法治的力量促进安全生
产。要紧扣法律规定，坚持问题导
向，重点查找、认真研究法律法规实

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典型案例，提
出改进工作和修订法律法规建议。要
务求监督实效，全面检查政府及相关
部门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和决定的情
况，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加大宣传引导
力度，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

会议还讨论了《常州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工作监督办法》（修订草案稿）和常
州市人大设立常委会 40 周年系列纪
念活动方案，听取了常委会会议有关
议题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通报了有
关人事任免事项。 （刘一珉 陈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