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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营字第35-4

08月22日08:00-13:00停电：10kV中
投线民西站B1794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永丰
新材料科技、蓝孔雀新材料、贝德莱特太阳能
科技等奔牛、西夏墅、罗溪等相关地段）；

08月24日07:00-13:00停电：10kV丽
二线丽华二村11幢 935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丽华三村部分、中吴实验学校等天宁、茶
山、朝阳等相关地段）；

07:30-15:00停电：10kV锦海一线职
教中心C1380开关至锦海新城#1中间变电
所：锦海一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润源电力
建设、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等河海、百丈、春江、新桥等相关地
段）；

08:00-12:30停电：10kV西腾线全线
（停电范围：飞腾物业管理等西夏墅等相关地
段）；

10kV富春线富春江路993开关前段（停

电范围：永宝利染丝、英时丰纺织印染、海星
服饰等西夏墅、罗溪等相关地段）；

08月26日05:00-08月27日01:00停
电：35kV芳水线；

08月26日07:30-17:30停电：35kV郑
水线；

06:30-10:30停电：10kV查家线省岸
阚家C145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舜溪荣府部
分、焦溪舜苑小区部分、舜溪佳苑安置小区部
分、郑陆镇焦溪卫生院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7:20-14:00停电：10kV汤叶线夏家
A1165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洪都电动车、力
安液压设备、鑫牛线缆等三井、奔牛、汤庄等
相关地段）；

10kV五兴线潘巷5275开关至五兴村委
C1611开关（停电范围：豪杰车业、泰立幕墙、
震丹化工设备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08月27日07:20-14:40停电：10kV岳
溪线沧海机电C1794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泽
冠机械制造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邹卜线邹区幼儿园支线1号杆后
段（停电范围：邹新花园部分、钟楼区邹区镇
人民政府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8:00-12:00停电：10kV孟东线老水
闸963开关至孟河汤家A1014开关（停电范
围：沿江欣业车辆部件厂、拓尔塑业、小河水
清包装材料厂等孟河、小河等相关地段）；

08月28日07:30-19:30停电：35kV
三桥线；

06:30-12:00停电：10kV天地线千红
B1013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千红生化制药
股份、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迪砂机械等百
丈、安家、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丰盛线全线（停电范围：尚雍商
贸、新北区新桥镇人民政府、常胜电器股份等
三井等相关地段）；

06:30-12:30停电：10kV西林线西林
大队C109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西林置业、
万滨房地产、宇森机械等永红、五星、西林等
相关地段）；

07:00-12:00停电：10kV老三线全线
（停电范围：老三集团、排水管理处等雕庄、茶
山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8月21日08:00-12:30停电：10kV灵

宝线加油站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刘村线郑陆

查家南头村配变；
10kV谢家线郑陆狄墅江塘坝电站配变；
08月24日08:00-12:00停电：10kV武

院线县北28幢配变；
08:00-12:30停电：10kV薛汤线芮庄

墅田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青竹二线16

号杆城市照明支线；
10kV塘东线1003开关支线7号杆勤丰

东片支线；
08:00-14:00停电：10kV财经线18#杆

后段；
08月25日08:00-12:30停电：10kV杨

树线312国道#14环网柜：杨树线出线1120
开关后段；

08:00-13:00停电：10kV瀛平二线薛
家变至顺园#22中02开关至君望甲第花园1
号中02开关；

08:00-14:00停电：10kV离宫线浩里
新村西支线11号杆支线；

08月26日07:00-13:00停电：10kV德
安线清凉13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石巷线厂二
支线、马东配变；

08月27日07:00-13:00停电：10kV德
安线清凉22幢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木梳线建筑
学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南荫线川心
港支线10号杆港北支线；

08月28日08:00-12:00停电：10kV
园林线丁太浜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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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惠明遗失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2008
年12月2日发文号：常人职【2008】112号，
声明作废。
△傅昱恺遗失K320546547号出生医学证
明，声明作废。
△臧文帅遗失苏迁字第00047155号户口
迁移证，声明作废。

△韦恩头遗失P320661188号出生医学证
明，声明作废。
△新北区河海邺聃五金店遗失中国人寿商
业险保单，保单号：805112020320411001
448，声明作废。
△新北区河海邺聃五金店遗失中国人寿机
动车辆交强险保单，保单号：80507202032
0411001587，声明作废。
△常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常州市住房
公积金单位登记证，公积金单位代码：
198559，登记管理机构：常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声明作废。

日前，美国政府明确要求，字节跳
动公司 90 天内剥离抖音海外版在美
运营所有权益。

这种巧取豪夺的戏码已不是第一
次上演，套路也还是老一套：又是以

“国家安全”为名，又是毫无根据，又是
肆意给别人的发展道路挖坑。似乎断
了别人的路，就能保住自己的领先位
置。殊不知，开放合作是当今世界科
技发展的大势，也是成就今日美国科
技实力的根基。不断给别人挖坑，只
会自绝于全球创新潮流，实是自断根
脉之举。

这种霸凌行径，违背自由竞争的
市场精神。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本是美国一贯标榜的，却一再被它自己
公然践踏。从当年的法国阿尔斯通、日
本东芝，到如今中国的华为、大疆、字节
跳动，美国的“现代海盗”式逻辑昭然若
揭——处于竞争优势时给别人讲标准讲
规范，一旦竞争失利，标准成了“双重标
准”，规范则成了“犯规”。

这种霸凌行径，违背开放合作的科
学精神。团结协作是人类携手解决困难
挑战的内在需要，是科学发展、技术进步
的必然要求。去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张
黑洞照片的拍摄凝结了全球多家机构数
百名科研人员的努力；当下，新冠疫苗研
发有赖于多国上百个科研团队的合作共
享。诸多案例表明，科技全球传播带来
人类进步，深化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
对科技合作中的国别歧视，应像对待种
族歧视一样坚决抵制。

这种霸凌行径，违背融合发展的全球
化大势。如今，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基础

科研还是应用技术，全球发展早已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在融合中不断优化升
级。未来，这种联系只会越来越密切，断
不了也脱不开。最新一期《世界知识产权
报告》就指出，全球创新活动呈现出合作
日益紧密、更加国际化的特点。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当今
的创新格局在全球范围内紧密关联，各经
济体必须在追求创新方面保持开放。

美国政府不断对别国实施科技霸
凌，是遗忘了历史的经验，违背了发展的
规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
长期保持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一个重
要因素就是保持开放合作，在全球范围
内广罗人才。近年来，美国政府丢失了
开放竞争的自信，肆行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之道，这不仅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
反而会让美国与曾经的伟大背道而驰。

霸凌别国，反噬自身的经济代价不
菲。英国《金融时报》近期刊文说，美国

科技行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被低估。
中美两国科技行业紧密连接在一起，
一旦脱钩，“将给数以百计的美国科技
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美国政府
肆意打压别国企业，逼迫别国和美国
脱钩，实则导致美国与未来脱钩，与机
遇脱钩。

霸凌别国，导致美国国际信任赤
字剧增。美国政府给中国企业挖坑，
损害的是自身国际声誉。西班牙国际
政治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上月发
表署名文章，专门分析了美国打击中
国科技企业的目的，并呼吁欧盟警惕

“美国陷阱”。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促进国际科

技交流与合作，才能为全球经济复苏
和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新动力。
奉劝美国个别政客，与其处心积虑给
别人挖坑，不如脚踏实地为自己铺路。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给别人挖坑，断自己的根——

美科技霸凌悖逆世界发展潮流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记者
温馨） 针对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等
地连日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一事，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9 日说，中方反
对外部势力对白俄罗斯社会制造分
裂和动荡，希望并且相信白方能够通
过自己的努力，保持政局稳定和社会
安宁。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国和白俄罗斯既是相互信任、合作
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也是全天候伙

伴。中方一贯尊重白俄罗斯人民根据
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及其为维
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和发展所作出
的努力。

“我们注意到，近期，白俄罗斯国
内局势出现一些复杂因素。作为好朋
友、好伙伴，我们不希望白俄罗斯局势
生乱，反对外部势力对白俄罗斯社会
制造分裂和动荡，希望并且相信白方
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保持政局稳定
和社会安宁。”赵立坚说。

我外交部回应白俄罗斯局势：

反对外部势力制造分裂和动荡

据新华社维也纳 8 月 18 日电（记
者于涛） 美国和俄罗斯在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举行的新一轮军控对话 18 日
下午结束，对话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美国军控问题特别代表马歇尔·
比林斯利在对话结束后说，双方虽然
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关键问
题上仍然分歧较大，会谈要取得进展
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他通过社交媒体
表示，双方进行了“实质性和严肃的会
谈”，但现在“球在俄罗斯那里”。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
夫在对话结束后表示，会谈仍有回旋
余地，他的印象是延长《新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仍有可能，但美国在是否说

“是”的问题上还在犹豫。
美俄两国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将于 2021 年到期，该
条约旨在限制美俄两国部署的核弹头
和运载工具数量。美俄《中导条约》
2019 年失效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成为两国间唯一的军控条约。俄
罗斯多次表示愿意不设前提条件延长
该条约有效期，但美国一直反应冷淡。

为讨论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相关问题，美俄两国代表于今年 6
月 22 日在维也纳开始举行军控对
话。7 月底，两国在维也纳举行战略
磋商。据报道，对话与磋商均成果有
限。

美俄军控对话未获突破性进展

据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8 日电（记
者徐剑梅 邓仙来） 美国民主党全国
代表大会美国东部时间 18 日晚正式
提名前副总统乔·拜登为2020年民主
党总统候选人，他将与谋求连任的美
国总统特朗普展开角逐。

受新冠疫情影响，大会主要活动
在线举行。当晚，来自美国50个州、哥
伦比亚特区和海外领地的57个代表团
逐一远程唱票。在北卡罗来纳州宣布
计票结果后，拜登获得2448张党代表
票，超过提名所需 2374 票，正式成为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

2016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左翼联邦参议员、该党总统竞选人桑
德斯支持者在会场内外举行抗议活
动，党内温和派与左翼存在严重裂
痕。今年民主党大会上，党内各派表
达了对拜登的一致支持。桑德斯在大
会17日开幕当晚发表讲话，敦促民主
党左翼选民搁置分歧，团结在拜登身
后，以实现在大选中击败特朗普这一

共同目标。18 日晚，美国民主党籍前
总统卡特和克林顿，以及多名党内政
治新秀分别在大会上发表远程讲话力
挺拜登。

拜登定于 20 日晚在他居住的特
拉华州发表远程演讲，正式接受民主
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尼尔森公司 18 日发布的最终数
据显示，约 1970 万名观众通过美国
10 家电视台观看了民主党大会 17 日
开幕夜，较 4 年前人数下降约四分之
一。拜登竞选团队 18 日在社交媒体
上说，首晚在线和流媒体观众达到创
纪录的 1020 万，总计约 2890 万美国
人通过电视和数字平台观看了民主党
大会开幕夜。

拜登 1942 年 11 月出生于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律师出身，1970 年踏入
政界，1972 年首次当选联邦参议员，
曾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
员会主席，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任美国
副总统。

拜登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据新华社莫斯科 8 月 18 日电（记
者栾海） 俄罗斯“加马列亚”流行病与
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杰尼
斯·洛古诺夫 18 日在莫斯科表示，该
中心开展的“卫星V”新冠疫苗第三期
研究包含3期临床试验和观察研究。

“卫星 V”是俄首款新冠疫苗，11
日注册。俄新社援引洛古诺夫的话
说，“加马列亚”中心正对“卫星 V”进
行第三期研究，研究由同步进行的两
部分组成：一是有2000名志愿者参加
的 3 期临床试验，其目的是评估疫苗
引发免疫应答的能力；二是另外 2.8
万名志愿者参加的观察研究，用以评
估疫苗预防新冠的有效性，并监控接
种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反应。

另据俄媒体 17 日报道，“卫星 V”
疫苗的3期临床试验已于8月12日开
始，“加马列亚”中心正修订 2.8 万名
志愿者参加观察研究的协议文件，以
期在今后一周内启动这项预计持续 4
至5个月的研究。

洛古诺夫介绍说，参加“卫星 V”
疫苗 1 期和 2 期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各
38 人，年龄跨度为 18 岁至 60 岁。志
愿者接种后体内抗体几何平均滴度

（抗体浓度的几何平均数）超过 1：
14000，未出现研究者预期的接种后
发热、注射处疼痛等不良反应。

据俄媒体报道，俄迄今有17家科
研机构正研制至少26种新冠疫苗，其
中“卫星V”研制进度最快。该疫苗的
1 期和 2 期临床试验分别于 7 月 15 日
和 8 月 3 日结束，初步达到俄疫苗安
全和有效标准。

俄首款新冠疫苗
开展3期临床试验

新华国际时评

8 月 18 日，人们在美国纽约排队
领取免费发放的食品。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
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
东部时间 18 日 21 时 27 分，美国新冠
确诊病例达5481557例。

据《华尔街日报》8 月 16 日报道，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截至上月
底，美国约有 12.1%的成年人家里在
近一周有过食物不足的经历，这一数
字高于 5 月初的 9.8%。还有近 20%的
有孩一族表示负担不起孩子的饮食，
高于6月初的近17%。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3月到4月
之间，通过“营养补充援助计划”（即食
品救济券）领取福利的人数上涨了近
16%。其增速要比上一次经济衰退时
明显得多，此前的最大单月增幅是
2008年9月的7.3%。

一系列数据，揭露了一个隐藏在
特朗普、蓬佩奥等人一次次“甩锅”背
后的真实现象——越来越多美国人吃
不饱饭了。 新华社发

这是三叠纪远古乌龟复原图（龟壳直径在40至50厘米）。
阿根廷古生物学家日前复原了距今约 2.05 亿年前的乌龟化石并制成标本，

这一发现为学界研究三叠纪时期动物的进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阿根廷圣胡安国立大学古生物学家里卡多·马丁内斯说，新发现的远古乌龟

可以被认作是现代乌龟进化的最初形态。这种远古乌龟虽然已经形成了龟壳，
但不会将头或者四肢缩进龟壳中，古生物学家还不能理解为何乌龟会进化出龟
壳。 新华社发

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中国经济
稳步恢复。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全
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
长威廉·琼斯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向好发展能
够帮助其他国家重振经济，惠及全
球经济复苏。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中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增速与
6月持平；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3.5％，较6月上升1.2个百分点。

琼斯告诉记者，中国经济发展
优势独特，拥有熟练的劳动力和发

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在发展过程中，
中国不断强化优势领域，在全球竞争
日益激烈的当下保持强大的发展势头
和发展韧性，并保持着对外资企业的
吸引力。

他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发展
低薪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中国强大
的生产力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
全球。疫情中，在中国保有生产线的
外国企业必将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受
益。

近日，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
着力稳外贸、稳外资，为在中国发展的
外资企业送上“定心丸”。琼斯表示，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其巨大市场
优势和吸引力今后不会改变，中国市
场有望保持优势地位。

谈及近期趋于紧张的中美关系，
琼斯说：“即便面临来自美国政府的压
力，大多数美国企业也不会放弃中
国。”他表示，中美紧张关系缓和，将为
外国企业在华发展带来更宽松的全球
环境。

琼斯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是
造成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而美国社会精英并不希望看到两国关
系紧张。
新华社华盛顿8月18日电 记者许缘

中国经济向好发展惠及全球经济复苏

马里18日发生军人哗变，总统
凯塔和总理西塞被扣留在军营。被
扣留的凯塔当晚通过国家电视台发
表讲话，宣布立刻辞职并解散国民
议会和政府。

马里哗变军人 19 日发表电视
讲话，宣布成立权力过渡机构全国
人民救赎委员会，表示将在合理时
间内组织大选。

事件发生后，联合国、非盟、欧
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等
对此表示谴责，并呼吁尽快恢复马里
宪法秩序。西共体18日晚发表公报

表示，将取消马里的成员国身份、关闭
其成员国与马里的边境、冻结成员国与
马里的一切资金往来。

这次哗变事件重演马里 2012 年
政变。当年的政变令马里陷入混乱，
尤其是政变造成的权力真空令“伊斯
兰国”和“基地”等极端组织势力趁机
渗入马里北部地区，控制多座城镇，法
国牵头出兵清剿。

马里军方哗变势必加剧国内和地
区局势动荡。马里所在的萨赫勒地
区，是当今非洲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
地区。

凯塔2013年赢得总统选举，任期
5 年，2018 年胜选连任。他获得法国
等西方国家以及马里军队高层支持，
但马里军方高层与中下层士兵之间存
在分歧，成为局势不稳定因素之一。

马里今年 3 月底至 4 月初举行的
议会选举触发执政党与反对党间分
歧，社会不满情绪趁势爆发，迅速酿成
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宪法法院关于
议会选举的裁定和最终结果引发反对
派强烈不满，反对派自 6 月起组织数
轮示威，7月起要求凯塔辞职。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马里发生军事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