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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86603740

△江苏禾融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号码：3204114984035，声明作废，寻回不再
使用。
△江苏金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040026353601，声
明作废。
△虞安琪遗失00398972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声明作废。
△ 刘 勤 芳 遗 失 2018 年 7 月 25 日 签 发 的
320422197601033323号身份证，声明作废。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32-4

07月31日07:00-12:30停电：10kV邹
新线后施5668开关至铭源消费C1866开关
（停电范围：华联医疗器械集团股份、铭源消
费品市场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7:30-17:00停电：10kV植绒线植绒
工业园59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新区长江冲
压件、新区自兴植绒材料、大明佳齐绗缝等春
江、百丈、圩塘等相关地段）；

08月01日08:00-12:30停电：35kV绿
美线；

08月03日07:30-11:30停电：10kV连
桥线全线（停电范围：南储仓储管理、果品公
司冷库、龙翘电气等怀德、新闸、五星等相关
地段）；

08月04日06:30-11:30停电：10kV邹傅
线常金路#14环网柜：东岱钱家村支112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茂兴食品、科利隆机电制造、祥
泰生物技等怀德、西林、永红等相关地段）；

08月05日07:00-11:00停电：10kV太
阳线通江大道#22环网柜：太阳花园#1变

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太阳花园部分等
河海等相关地段）；

07:30-14:00停电：10kV馨都一线新桥
大街#3环网柜：新桥中心村支115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新盛花苑部分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8:00-13:00停电：10kV红棉线朝阳
桥南87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东仓桥路小区
部分、朝阳新村部分、朝阳一村部分、常州福
利院、信特超市等雕庄、茶山、朝阳等相关地
段）；

08月06日07:00-18:30停电：35kV引
水线；

07:00-10:00停电：10kV陈渡二线西林
变至白云南路2号环网柜：紫荆西路2号柜
1110开关至陈渡新苑#1中间变电所：紫荆西
路2号柜1210开关至桂花园#1中02开关（停
电范围：教科院附属中学等永红等相关地段）；

07:30-15:00停电：10kV东升线中村
下庄B1604开关至青洋大桥#1环网柜：东升
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金坤纺织、精恒注
塑、东南包装印刷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10kV佳联线江村B1602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中村煤场、宁武港口物流、吴越纺织
器材等雕庄、青龙等相关地段）；

08月07日06:00-12:00停电：10kV
河钜线全线（停电范围：钜苓铸造、双林铸造
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河苓线全线（停电范围：钜苓铸造、
郑陆镇人民政府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7月31日08:00-14:00停电：10kV常

青线牟家生产队支线17号杆后段；
08月03日07:00-12:00停电：10kV锻

焊线机械75幢配变、机械45幢配变、机械80
幢配变、机械8幢配变、机械95幢配变；

07:30-13:00停电：10kV武院线县北
19幢配变、县北8幢配变、县北8幢西配变、
县北3幢配变、县北4幢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河景线河景
花园#4变电所：#4变-#6变联络112开关
后段；

08月04日07:30-13:00停电：10kV孟
庄线勤业46幢配变、勤业54幢配变、勤业60
幢配变；

08:00-10:00停电：10kV达立线陈渡
路配变；

08:00-11:30停电：10kV增光线汤庄
肖家桥南配变、汤庄街南东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白荡线清潭
140幢配变、清潭136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渡口线圩塘
东大降南配变；

12:00-16:00停电：10kV白荡线潘家
村南配变、广成17幢配变；

08月05日07:00-12:00停电：10kV锻焊
线机械135幢配变、机械122幢配变、机械112
幢配变、机械89幢配变、五星卫生院配变；

07:30-13:00停电：10kV兰陵线工人
南29幢配变；

10kV芳田线清凉茶山巷配变；
10kV浦前线浦前镇配变；
10kV群力线戴家村东配变、清凉112幢

配变；
07:30-14:00停电：10kV新大线新桥

大街#4环网柜：国展资产1140开关后段；
08:00-11:00停电：10kV电视线陈渡

苑3幢配变、陈渡苑7幢配变；
08月06日08:00-11:00停电：10kV广

电线生化厂宿舍配变、花园路84号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金谷线花园

南24幢配变、花园南20幢配变；
08:30-11:30停电：10kV新裕线新闸

庆丰西王配变；
10kV旺田线杨树村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翠家线翠竹#

20变01开关后段；
12:00-16:00停电：10kV金谷线花园

南11幢配变、花园南19-1幢配变、花园南8
幢配变；

08月07日07:00-12:00停电：10kV
锻焊线机械51幢配变、机械46幢配变、机械
38幢配变、机械4幢配变、机械100幢配变；

07:30-13:00停电：10kV工人线清潭
163幢配变、清潭95幢配变、清潭107幢配
变、清潭104幢配变；

10kV劳南线浦北24幢配变、浦北3幢
配变；

08:00-10:00停电：10kV蓝天线武进

土杂公司配变；
08:00-11:30停电：10kV北环线北环

49幢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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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事
现有一批金种子

酒（柔和经典52度）
欲一次性处理。

有意者请联系：
13906120090

王先生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 29 日通报，7 月 28 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0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
例（广东2例，上海1例），本土病例98
例（新疆 89 例，辽宁 8 例，北京 1 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0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325 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9例（其
中重症病例 2 例），现有疑似病例 1
例。累计确诊病例2056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1977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7 月 28 日 24 时，据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482例（其中重症
病例 25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8944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4 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84060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
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783053人，尚在医
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5034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7
例（境外输入 8 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51 例（无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9例（境外输入5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
状感染者273例（境外输入9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3397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2884
例（出院 1527 例，死亡 23 例），澳门特别
行政区46例（出院46例），台湾地区467
例（出院440例，死亡7例）。

其中本土病例98例

国家卫健委：

28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01例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杨
雅雯 蔡琳琳） 记者29日从退役军人
事务部获悉，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
接续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截至 7 月 23
日，全国共受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补
缴约 290 万人，完成初审 276 万余人，
养老保险补缴工作已办结近 233 万
人。

近年来，退役士兵中部分以政府
安排工作方式退役的人员，因未能及
时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或参
保后下岗失业等原因出现缴费中断，
享受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待遇面
临困难。对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于2019年印发了《关于解决

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按
照意见要求，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
现役士兵出现未参保和断缴问题，允许
参保和补缴，补缴免收滞纳金；入伍时未
参保的，入伍时间视为首次参保时间。

退役军人事务部移交安置司司长包
丰宇表示，关于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
接续工作，国家层面制定了补缴工作指
南、流程图、典型案例示范片，为全国开
展补缴工作提供了依据遵循，并下拨财
政补助资金为各地提供有力支持。各地
一线工作人员在落实政策过程中，也把
实施补缴过程作为密切联系退役士兵的
过程，变“坐等上门”为“主动上门”，受到
退役士兵的充分认可和肯定。

退役军人事务部：

近233万退役士兵
“接续”上了养老保险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邰思
聪）29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北京市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
年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北京市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今
年下半年，北京市将推动出台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条例，鼓励“共享用工”“兼职配
送”“临时客服”等灵活就业新模式。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谈
绪祥介绍，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今年上
半年，北京市出台了支持中小微企业
稳岗政策，向 4.2 万家企业返还失业
保险费 26 亿元，涉及 433.5 万人。同
时，实施“以训稳岗”就业帮扶，最高给
予企业每人 4540 元补贴，搭建“京训

钉”职业技能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在培职
工达30万人。此外，2月至6月，阶段性
减免养老、失业、工伤和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费 806.5 亿元。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方面，开展线上招聘活动 3000 余场，提
前半年为 2020 年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
性求职创业补贴556.7万元。

谈绪祥表示，北京市今年下半年将
做好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健全就业形势
监测预警机制，大力开展“以训稳岗”职
业技能培训，落实“以工代训”支持政
策。同时，将建立“互联网＋就业”工作
平台，鼓励“共享用工”“兼职配送”“临时
客服”等灵活就业新模式。对于就业困
难人员，北京市还将提供更多公益性岗
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尽可能吸纳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北京：

鼓励“共享用工”等
灵活就业新模式

7月14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发布通知，允许旅行社有条件恢复跨
省团队游业务。随着跨省游恢复开
放，很多游客重燃追寻“诗和远方”的
热情，部分暑期跨省团队游和“机票＋
酒店”产品一上线就几乎“秒光”。

一方面正常的消费、生活急需恢
复，另一方面零星疫情时有出现，旅游
业将如何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挑战？

乡村游、亲子游受欢迎
美团数据显示，7 月 20 日开

始，出游预订进入高峰期，一些热门
景区和水乐园的门票已经一票难
求，预计8月初将达到预订峰值。

据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示，今
年暑期游客更希望寻找人少景美
的小众目的地，乡村旅游成为热门
选择，7 月以来平台上“乡村游”关
键 词 的 搜 索 热 度 环 比 上 涨
184％。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
人冯饶说，乡村游大多以户外活动
为主，人员聚集较少，非常符合目
前国内游客对“安心游”的需求。

驴妈妈旅游网董事长王小松
说，公司针对暑期游市场推出了多
个特色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游、亲子
游、私家团等，其中亲子游产品最受
欢迎，预订量占四成以上。

“两手都要硬”
既要做好疫情防控，又要积极迎

客，“两手都要硬”的要求倒逼旅游业
管理升级。

——景区加强与旅行社对接，把
疫情防控工作前置。

为提振游客信心，7 月 21 日，旅
行社行业集体发起“安心跟团游”倡议
书和自律公约，4000 多家旅行社响
应；倡议书 16 条倡议包括安全上岗、
游客健康确认、安心合同、安心小团
等，自律公约包括测温、验码、安心车、
安心餐、安心导等服务标准。

为确保防疫安全，各地景区要求
旅行社必须提供游客信息、健康码，景
区配备测温设备、防护服、口罩、洗手
液等防疫物资，并针对卫生间等重点
区域做好日常消杀工作。

——实行限量、预约、错峰。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通知要求，

旅游景区要继续贯彻落实“限量、预
约、错峰”要求，接待游客量由不得超
过最大承载量的30％调至50％。

重庆市磁器口景区近期开始执
行常态化预约机制。磁器口古镇管
委 会 文 旅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何 陵 芸 介
绍，磁器口景区游客最大承载量为
14.4 万人，过去旅游高峰时每天接

待游客 10 多万人，现在通过预约制
度，景区将游客量控制在最大承载
量的 50％以内，目前每天游客 3 万
人左右。

倒逼行业转型升级
目前，“无预约不旅游”已渐成常

态。重庆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廖伟说，随着预约制的推广，
旅游业进一步向“互联网＋旅游”方
向发展，小包团、亲子团、特色旅游等
个性化、定制团会有所增加，旅行社
必须进一步提高资源调配能力，改进
线上线下服务水平。

目前出入境旅游尚未恢复，“国内
循环为主”在旅游业体现得尤为显
著。业内人士认为，经过这次疫情，旅
游市场会淘汰掉一部分想赚快钱、服
务质量低的商家，留下一批相对有发
展潜力的企业，这对旅游业长期良性
发展是一次有益的调整。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文旅局
副局长章守芹说，应以积极的心态面
对挑战，把当前客流减少的局限视为
转型机遇，真正摆脱旅游业“门票依
赖症”，把精力放在研究客户需求、优
化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新业态等方
面。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部分跨省游产品“秒光”——

恢复中的旅游业发生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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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31日07:00-12:30停电：10kV邹
新线后施5668开关至铭源消费C1866开关
（停电范围：华联医疗器械集团股份、铭源消
费品市场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7:30-17:00停电：10kV植绒线植绒
工业园59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新区长江冲
压件、新区自兴植绒材料、大明佳齐绗缝等春
江、百丈、圩塘等相关地段）；

08月01日08:00-12:30停电：35kV绿
美线；

08月03日07:30-11:30停电：10kV连
桥线全线（停电范围：南储仓储管理、果品公
司冷库、龙翘电气等怀德、新闸、五星等相关
地段）；

08月04日06:30-11:30停电：10kV邹傅
线常金路#14环网柜：东岱钱家村支112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茂兴食品、科利隆机电制造、祥
泰生物技等怀德、西林、永红等相关地段）；

08月05日07:00-11:00停电：10kV太
阳线通江大道#22环网柜：太阳花园#1变

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太阳花园部分等
河海等相关地段）；

07:30-14:00停电：10kV馨都一线新桥
大街#3环网柜：新桥中心村支115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新盛花苑部分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8:00-13:00停电：10kV红棉线朝阳
桥南87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东仓桥路小区
部分、朝阳新村部分、朝阳一村部分、常州福
利院、信特超市等雕庄、茶山、朝阳等相关地
段）；

08月06日07:00-18:30停电：35kV引
水线；

07:00-10:00停电：10kV陈渡二线西林
变至白云南路2号环网柜：紫荆西路2号柜
1110开关至陈渡新苑#1中间变电所：紫荆西
路2号柜1210开关至桂花园#1中02开关（停
电范围：教科院附属中学等永红等相关地段）；

07:30-15:00停电：10kV东升线中村
下庄B1604开关至青洋大桥#1环网柜：东升
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金坤纺织、精恒注
塑、东南包装印刷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10kV佳联线江村B1602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中村煤场、宁武港口物流、吴越纺织
器材等雕庄、青龙等相关地段）；

08月07日06:00-12:00停电：10kV
河钜线全线（停电范围：钜苓铸造、双林铸造
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河苓线全线（停电范围：钜苓铸造、
郑陆镇人民政府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7月31日08:00-14:00停电：10kV常

青线牟家生产队支线17号杆后段；
08月03日07:00-12:00停电：10kV锻

焊线机械75幢配变、机械45幢配变、机械80
幢配变、机械8幢配变、机械95幢配变；

07:30-13:00停电：10kV武院线县北
19幢配变、县北8幢配变、县北8幢西配变、
县北3幢配变、县北4幢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河景线河景
花园#4变电所：#4变-#6变联络112开关
后段；

08月04日07:30-13:00停电：10kV孟
庄线勤业46幢配变、勤业54幢配变、勤业60
幢配变；

08:00-10:00停电：10kV达立线陈渡
路配变；

08:00-11:30停电：10kV增光线汤庄
肖家桥南配变、汤庄街南东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白荡线清潭
140幢配变、清潭136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渡口线圩塘
东大降南配变；

12:00-16:00停电：10kV白荡线潘家
村南配变、广成17幢配变；

08月05日07:00-12:00停电：10kV锻焊
线机械135幢配变、机械122幢配变、机械112
幢配变、机械89幢配变、五星卫生院配变；

07:30-13:00停电：10kV兰陵线工人
南29幢配变；

10kV芳田线清凉茶山巷配变；
10kV浦前线浦前镇配变；
10kV群力线戴家村东配变、清凉112幢

配变；
07:30-14:00停电：10kV新大线新桥

大街#4环网柜：国展资产1140开关后段；
08:00-11:00停电：10kV电视线陈渡

苑3幢配变、陈渡苑7幢配变；
08月06日08:00-11:00停电：10kV广

电线生化厂宿舍配变、花园路84号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金谷线花园

南24幢配变、花园南20幢配变；
08:30-11:30停电：10kV新裕线新闸

庆丰西王配变；
10kV旺田线杨树村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翠家线翠竹#

20变01开关后段；
12:00-16:00停电：10kV金谷线花园

南11幢配变、花园南19-1幢配变、花园南8
幢配变；

08月07日07:00-12:00停电：10kV
锻焊线机械51幢配变、机械46幢配变、机械
38幢配变、机械4幢配变、机械100幢配变；

07:30-13:00停电：10kV工人线清潭
163幢配变、清潭95幢配变、清潭107幢配
变、清潭104幢配变；

10kV劳南线浦北24幢配变、浦北3幢
配变；

08:00-10:00停电：10kV蓝天线武进

土杂公司配变；
08:00-11:30停电：10kV北环线北环

49幢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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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事
现有一批金种子

酒（柔和经典52度）
欲一次性处理。

有意者请联系：
13906120090

王先生

新华社郑州 7 月 29
日电（记者桂娟 双瑞） 经
过持续考古发掘，北宋都
城开封的标志性建筑——
州桥露出桥面。这座埋藏
于泥土千余年，见证北宋
市井繁华，作为“汴梁八
景”之一的古桥，在世人面
前渐露容颜。

州 桥 遗 址 位 于 今 河
南省开封市中山路与自
由 路 十 字 路 口 南 约 50
米 。 据 记 载 ，州 桥 建 造
年份可追溯到唐代建中
年间（780—783 年），后
经五代、宋、金、元、明，
1642 年 被 黄 河 泛 滥 泥
沙 淤 埋 。 1984 年 被 偶

然 发 现 后 ，进 行 了 局 部
试掘。

为 推 进 大 运 河 重 要
文物系统性保护整治工
程，同时丰富北宋东京城
遗 址 的 文 化 元 素 ，2018
年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和开封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联合对州桥遗址

进行发掘。
据介绍，州桥遗址的发

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内大
运河的修筑方式、运河管理
运行机制等有重要意义，对
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
局结构有重大价值。

目前，州桥遗址仍在发
掘中。

“汴梁八景”之一——

开封千年州桥露容颜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记者齐中

熙） 记者29日从中国民航局获悉，截至
7 月 28 日 17 时，国内航空公司已完成
1397 架波音 737NG 和 737CL 系列飞机
的排查工作，其中所涉及的73架飞机均
已完成检查工作。

7 月 23 日，美国联邦航空局（FAA）
颁发紧急适航指令，要求对波音 737NG

（包括 737－600／－700／－800／－
900）和 737CL（包 括 737 － 300／－
400／－500）系列飞机的发动机引气 5
级单向活门进行检查，避免其因腐蚀造
成卡阻从而导致发动机停车。该指令不
适用于波音737MAX系列飞机。

7 月 24 日，中国民航局相应颁发紧
急适航指令，要求国内航空公司执行检
查 更 换 工 作 。 国 内 波 音 737NG 和
737CL 系列飞机共计 1397 架，其中 73
架需执行检查工作。

中国民航局：

完成1397架
波音737排查

据新华社南京7月29日电（记者赵
久龙） 南京环境资源法庭日前在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特大走
私象牙案件，被告人戴某犯走私珍贵动
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
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十万
元。经鉴定，该案被告人走私象牙重达
560 余千克，案值 2347.352 万元，是目
前江苏走私象牙数量最多的一起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戴某明知
“阿南”（越南人）欲销售的象牙系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制品，因牟利心切，
于 2018 年 12 月与“阿南”商议，由“阿
南”安排人员将共计 36 段、重 291.32 千
克的象牙，绕关偷运至广西东兴市，随后
辗转运至江苏省常州市戴某指定地点。
被告人戴某随后将该批象牙进行售卖，
非法获利100余万元。

2019 年 2 月，被告人戴某再次与
“阿南”商议，将 34 段、重 272.04 千克的
象牙偷运入境。2019年2月24日，被告
人戴某等人在搬卸象牙时被民警查获，
当场扣押象牙34段。经鉴定，现场扣押
的象牙均为现生象象牙。上述两批走私
入境的象牙，共计 70 段、重 563.36 千
克，价值2347.352万元。

江苏特大走私
象牙案宣判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 3 个
单位、5名个人记功。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海
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军事科学院
某研究所记一等功；给陆军装甲兵学

院某教研室教授单东升，陆军炮兵防空
兵学院某教研室教授万明杰，海军潜艇
学院某研究所主任、教授笪良龙记二等

功；给 96911 部队某研究室高级工程师
谭可可、国防大学某学院正高级工程师
胡晓峰记三等功。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
给3个单位、5名个人记功

近年来，江苏省苏州市加大对传统
民居的科学保护和利用，规范城市民宿
有序发展，升级管理水平，打造出“苏州
文旅姑苏小院”吴文化精品民宿品牌。

目前，姑苏小院在苏州市区共有 4
家门店，未来计划打造80到100个小院，
通过古典环境和精致服务为旅客提供地
道“苏式”体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