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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86603740

△俞苗遗失出生证，编号：
J320815134，声明作废。
△李筱芬遗失I320119367号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武进遥观春晓家电维
修部遗失512924197302088
61201号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声明作废。
△刁含洵遗失202010292100
110号报到证，声明作废。
△高峰遗失 052854 号警官
证，声明作废。
△常州纳诺斯特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320411090

4320）、财务章（32041109043
21）、发票章（3204005884492
62）、法人章，声明作废，寻回
后不再使用。
△常州汉威机车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寻回
后不再使用。
△常州云安消防设施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印鉴章，声明作
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金坛区华城红布坊小吃店
遗 失 JY23204820058863 号
食品经营许可证，声明作废。
△***遗失320482000201001
210037号营业执照副本，声明
作废。
△陈绍新遗失320422194909
13055661 号 残 疾 证 ，声 明
作废。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20年4月15日早晨5时

许，在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长兴
村委吴家村16号门口，发现一
个女婴，随身无其他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金坛区

社会福利院联系，联系电话18051200226，即
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常州市金坛区社会福利院
2020年8月6日

公 告
常州诺康眼镜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

销，请债权人于见报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逾

期作放弃处理。

常州诺康眼镜有限公司

2020年8月4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市红梅公园管理处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8

月6日起30日内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红梅公园管理处
2020年8月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市绿化工程管理中

心（常州市青枫公园管理中
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
年8月6日起30日内向本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绿化工程管理中心
常州市青枫公园管理中心

2020年8月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东坡公园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2020年8月6日起

3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东坡公园
2020年8月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市荆川公园管理处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8

月6日起30日内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荆川公园管理处
2020年8月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市人民公园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2020年8月6日

起 3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人民公园

2020年8月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市圩墩遗址公园管

理中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年8月6日起3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圩墩遗址公园管理中心
2020年8月6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33-4

注：原定08月06日08:30-14:30停
电：10kV翠家线翠竹#20变01开关后段停
电撤销；

原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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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08月0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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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配变停电
撤销；

原定08月07日10kV劳南线浦北24
幢配变、浦北3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08月07日08:00-10:00停电：
10kV蓝天线武进土杂公司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08月 07日 08:00-11:30停电：
10kV北环线北环49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0 日 08:00-11:00 停电：
10kV立新线勤业157幢配变、勤业159幢配
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0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金禧线西新二村102幢配变、西新二村
94幢配变、西二村96幢配变、常新路16号配
变、北新巷40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0 日 07:00-12:00 停电：

10kV锻焊线机械20幢配变、机械42幢配
变、机械5幢配变、机械9-1幢配变、机械9-2
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12:00-16:00 停电：
10kV金家线清潭60幢配变、清潭56幢配变
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08:30-14:30 停电：
10kV翠家线翠竹#21变 01开关后段停电
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08:00-12:00 停电：
10kV金家线许家巷10幢配变、康宁苑西配
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西仓线常春弄配变、西郊路配变停电
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勤业线水机厂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1 日 07:00-11:00 停电：
10kV孟庄线勤业90幢配变、勤业92幢配
变、勤业93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12:00-16:00 停电：
10kV金家线清潭50幢配变、清潭66幢配变
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8:00-12:00 停电：
10kV金家线清潭48幢配变、清潭44幢配变
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怀北线虹桥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龙城线新市街东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08月12日07:30-13:00停电：10kV

璞丽一线留芳路配变、锁桥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7:30-13:00 停电：

10kV文在线文在桥配变、荷花池48号配变
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7:00-11:00 停电：
10kV孟庄线三堡街11幢配变、三堡街2幢
配变、三堡街7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12 日 07:00-12:00 停电：
10kV锻焊线机械83幢配变、机械117幢配
变、机械136幢配变、机械132幢配变、机械
106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06 日 07:00-18:30 停电：
35kV引水线停电撤销；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
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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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08日08:00-08月09日19:00停
电：35kV森塔线、35kV天禄线；

08月11日06:30-17:30停电：10KV华庭
线城中路中间变电所：大酒店配Ⅱ段1210开关

前段（停电范围：深圳金地物业管理、常州大酒
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黄山线全线
（停电范围：正力制镜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环镇线全线（停电范围：古得汽车
零部件、华龙灯具厂、友爱汽车零部件厂等孟
河等相关地段）；

07:30-13:00停电：10kV安北线济农
B1243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兆荣铜业、金方
圆新材料等春江、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新魏线振华路A1027 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丰祐照明科技、朗能电子、孚华电
器等春江、安家等相关地段）；

08月12日07:00-12:00停电：10kV汾
水线亚玛珂45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普泰玻
纤制品、新欣武交机械、长青交通科技股份等
三井、薛家、百丈等相关地段）；

07:00-13:00停电：10kV联金一线全
线（停电范围：联创金陵科技置业等北港等相
关地段）；

07:30-11:30停电：10kV友谊线友谊
路#2环网柜:友谊鞋厂支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华亚纺织、浩建物资、友谊鞋业等雕
庄等相关地段）；

10kV东陆线超翔车辆厂236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三鑫灯具厂、益兆包装材料厂、青
燕车辆配件等孟河、小河等相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南庄线观里
村955开关至通江南路A1555开关（停电范
围：宝宇车辆配件厂、铭锐汽车部件、明益电
信器材等孟河、小河等相关地段）；

08月13日07:00-11:30停电：10kV新
孟线孟河镇政府南A1911开关至富民景园#
3中01开关（停电范围：富民景园部分、富民
花园一区部分、孟河镇人民政府、加和物业服
务、欣祥物业等孟河、小河等相关地段）；

07:00-12:30停电：10kV中再线金联
5281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联诚网厂、明程土
工新材料、武飞机械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08:30-14:30停电：10kV红梅线红东#
1变G103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红梅东村部
分等天宁、红梅等相关地段）；

08月14日06:50-12:00停电：10kV
庄基线永丰通讯C1591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湖港物业服务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8月11日07:30-17:00停电：10kV奔

镇线奔牛幼儿园支线6#杆奔牛行政变支线
(临检)；

08:00-17:00停电：10kV邹镇线30号
杆支线后段；

08月12日07:30-17:00停电：10kV前
舍线戴家站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灵宝线海伦

油品支线7#杆后段；
08月13日07:30-17:00停电：10kV关

帝线庙边李家西配变；
10kV青城线79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08:30-14:30停电：10kV红梅线红东#

3变01开关后段；
08 月 14 日 08:00- 17:00 停 电 ：

10kV胜利线镇澄道口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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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河头集镇兴隆路1号房
地产及附属设施，证载建筑面积合计16004.24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面积34295平方米。起拍价为29247250元

二、拍卖时间:2020年9月1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2020年10月4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若两次拍卖均流拍，将于2020年10月
31日10时起至2020年12月30日10时止（竞价周期与延时除外）
进行变卖。若当次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一轮拍卖（变卖）活动。

四、咨询时间:自即日起至开拍前（节假日除外）接受咨询，如
需看样，请务必于2020年9月1日前与本院电话联系安排现场看
样，逾期本院将不再组织现场看样。咨询联系电话 0511-
86703039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查询。

2020年8月6日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记者王秉
阳） 在5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
专员焦雅辉表示，目前新疆乌鲁木齐和
辽宁大连疫情快速发展的势头得到有效
控制，病毒分离培养及核酸基因测序正
在进行中。

7 月中下旬以来，新疆乌鲁木齐和
辽宁大连相继发生了聚集性疫情，焦雅
辉通报，7 月 16 日 0 时到 8 月 4 日 24
时，新疆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
诊病例 670 例，无症状感染者 164 例，
治愈出院确诊病例 52 例，无症状感染

者解除医学观察 42 例，现有确诊病例
618 例，无症状感染者 122 例。辽宁累
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90 例，无症
状感染者 28 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
学观察 3 例，现有确诊病例 90 例，无症
状感染者 25 例。

焦雅辉表示，这两起疫情具有以下
几个共同特点：

第一是疫情初期发展进展比较迅
速，“按照统计来看，像新疆乌鲁木齐从
7 月 16 日报告第一例病例以来，在第一
个潜伏期就是在第一个14天之内，感染
的人数快速增长到550多例。辽宁大连

在报告第一例病例以来，在不到10天的
时间内，感染人数快速超过了 100 例。”
焦雅辉说。

第二是以青壮年的感染者为主。新
疆的病例平均年龄35岁，大连的病例平
均年龄41岁。

第三是这些病例以轻症和普通型为
主。总体的病情不是很严重，在两周内
就已经有病例出院了。

焦雅辉表示，通过迅速地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快速发现潜在的传染源。组
织两个地方快速提高核酸检测能力，尽
最大可能发现这些感染的人群和感染的

病例等措施，目前新疆、大连疫情快速发
展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

关于新疆流行病学的调查，焦雅辉
表示，流调人员等一起利用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通过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筛查，已
经对所有的人员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的
检测和流调。重点人群都已经基本纳入
到了流调的范围当中，而且已经进行了
有效的隔离医学观察。

关于新疆新冠疫情溯源的问题，焦
雅辉表示，现在正在进行病毒的分离培
养以及核酸的基因测序，结果出来以后
会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公布。

国家卫健委：

乌鲁木齐和大连疫情
快速发展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据新华社哈尔滨 8 月 5 日电
（记者强勇 张涛 马知遥） 记者从
哈尔滨市委宣传部获悉，4 日发生
的哈尔滨仓库坍塌事故被困 9 人全
部搜出，无人幸存。

8月4日，哈尔滨玉手食品有限
公司仓库部分楼体发生坍塌，致 9
人被困。事故发生后，当地投入救
援人员350余名，携带生命探测仪、

搜救犬及各类特种设备 900 余件
套，重型救援车辆设备 20 余台套，
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5 日 4 时
50 分，经过昼夜不间断搜救，救援
人员将 9 名被困人员全部搜出，并
没有发现幸存者。

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警方
正对涉事房屋相关责任人进行询问
取证，事故具体原因在调查中。

哈尔滨仓库坍塌事故
造成9人遇难

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5 日电
（记者张晓龙 张钟凯） 见证了古丝
绸之路繁盛的楼兰古城，历经千百
年风沙侵蚀，已岌岌可危。从今年
6 月起，当地启动对楼兰古城的抢
险加固工程。

记者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若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获悉，抢险加固的对象主要是楼
兰古城内存在安全隐患的三间房、
佛塔遗址本体以及它们赋存的台
地，工程资金总量约942万元。

去年，文物保护人员在古城巡
查时发现，三间房、佛塔遗址所在的
台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坍塌，两座
建筑遗址本体也都存在影响安全的
裂隙、底部掏蚀、孔洞等病害。专家
认为，罗布泊一带极端的风沙天气
是造成遗址本体及台地出现病害甚
至坍塌的主要原因。

记者了解，工作人员选取古城
外围的土料制备土坯，对台地坍塌

部分进行土坯砌筑支护，并按传统
工艺治理遗址本体的病害。7 月下
旬，三间房遗址本体及台地的加固
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着手对佛塔
遗址本体及台地进行抢险加固。

曾完成敦煌莫高窟、乐山大佛等
多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中铁西
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实施楼兰
古城的抢险加固工程。该公司楼兰古
城遗址加固保护项目部工程师周鹏
说，为减少高温等自然环境的不利影
响，计划从8月开始采取夜间作业的
方式对遗址进行加固。预计到今年
11月，整体抢险加固工程可以完工。

楼兰古城地处新疆若羌县境内，
位于今罗布泊西北角附近，为汉代丝
绸之路咽喉要道。楼兰古城平面大
致呈方形，城墙边长大约330米，城
墙用黏土和红柳枝或芦苇建造而
成。古城东北部是佛教寺院区，保存
有一座用泥土建筑的佛塔；古城西部
保存有三间房等建筑遗址。

新疆抢险加固楼兰古城遗址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记者王
秉阳 张辛欣）在5日召开的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王江平表示，截至 7 月末，全
国核酸日检测能力484万人份，具备
核酸检测能力的医疗机构4946家，

检测技术人员3.8万余人，基本满足
了当前国内疫情防控的需要。

王江平表示，目前已累计向全
国各级医院、疾控中心、检测机构、
海关口岸等发送试剂近 2 亿人份，
设备1.2万余台。

工信部：

全国核酸日检测能力
达484万人份

8月5日，采购商与参展商在展会上洽谈业务。
当日，2020第三届国际公共卫生安全防控、防疫及防护物资（广州）交易会在广州国际采购中心举行。据了解，展会展

览面积超4万平方米，吸引了约800家相关企业前来参展。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5 日电（记
者李志浩 潘莹） 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
主任芮宝玲8月5日表示，乌鲁木齐8月
4日开始第三轮核酸检测筛查。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 8 月 5 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芮宝玲表示，为确保全市各族群众的身
体健康，乌鲁木齐市从 8 月 4 日开始，对
出现过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
染者的社区、居民小区、集中医学观察点
等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高危易感人群
进行新一轮核酸检测。

芮宝玲说，虽然新增病例呈下降趋
势，但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不容有丝
毫放松。

此前，乌鲁木齐市卫健委表示，7 月
26 日乌鲁木齐市多数区县免费核酸检
测工作已基本完成。从 7 月 26 日开始，
乌鲁木齐市对天山区、沙依巴克区等重
点地区进行二次免费核酸检测。

截至 8 月 4 日 24 时，新疆（含兵团）
现有确诊病例 618 例（危重症 9 例、重症
18 例），其中乌鲁木齐市 614 例，现有无
症状感染者 122 例，其中乌鲁木齐市
120例。

乌鲁木齐开展
第三轮核酸检测

（上接A1版）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
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盛宣怀是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又
是慈善家。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
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
河。

盛宣怀在我市的故居，位于大马园
巷18号，是一个保存完好的中式独幢别
墅。通过此次翻新改造，盛宣怀故居将
重放光彩，成为我市又一处人文历史景
点。 （刘一珉 李树）

盛宣怀故居
拟翻新改造

（上接 A1 版）特邀调解员从专业经
验和消费者心理角度进行分析，共
同制订了调解方案。

调解当天，经过承办法官和特
邀调解员连续两个多小时耐心细致
的工作，双方当事人最终握手言和，

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
据悉，目前全市两级法院共有

特邀调解组织32个，聘请特邀调解
员75名，均已完成在“江苏微解纷”
平台上注册登记。

（舒泉清 常法宣）

抢险加固中的楼兰古城三间房遗址。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