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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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29日05:00-08月30日01:
00停电：35kV芳水线；

08 月 29 日 06:30- 18:30 停电：
35kV广源线；

08 月 30 日 07:30- 15:00 停电：
10kV邹南线洪墅5209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世纪金岳包装、宇一车镜、思腾照
明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8 月 31 日 06:30- 12:30 停电：
10kV船用线柳墅变至北塘河路#2环网
柜：船用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煤炭地

质勘探三队、道源电气、汉韦聚合物等青
龙、红梅等相关地段）；

09 月 01 日 07:00-12:30 停电：
10kV新市线后朱5301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日月岛生态农业、王婆农业发
展、宏贯蔬菜发展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09 月 03 日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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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11:30停电：10kV竹南线
红梅小区38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红梅
西村部分、红梅乡林园村民委员会水电

管理、美凯龙国际电脑家电装饰城、红梅
新村菜市场等红梅、北环等相关地段）；

10kV飞东线竹林东路26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红梅西村部分、红梅实验
小学等红梅等相关地段）；

08:00-13:00停电：10kV恒生二
线全线（停电范围：常州人民检察院、中
房物业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8 月 28 日 08:00- 12:00 停电：

10kV园林线丁太浜配变；
08 月 31 日 08:00- 14:00 停电：

10kV粮庄线郑陆河口人民桥配变；
10kV塘华线13号杆支线侧；
10kV昆河线达德机械支线8号杆

后段；
10kV君德线杨元柳家支线；
09 月 01 日 06:30-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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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0-11:00停电：10kV交运线
解放焦家村南配变；

09 月 02 日 07:00- 10:00 停电：
10kV广化线茶山农机站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魏安线
祥瑞铜铝支线2#杆后段；

10kV大江线54号杆中绿支线；

09 月 03 日 06:30- 12:30 停电：
10kV德安线清凉2幢配变、清凉6幢
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南庄线
清云车配厂支线2号杆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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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常州乾曜信息技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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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常州乾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6日

△袁飞遗失中小学高级教师职
称证书，取得时间2017年8月3
日，证书编号 201723800086，
声明作废。
△溧阳市溧城苏力烟酒经营部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
320481000201705260049，许
可证编号：JY1320481006451
4，声明作废。

△钟楼区南大街李传占小吃店
遗失32040400020170926000
9号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声明
作废。
△钟楼区南大街李传占小吃店
遗失32040400020170922018
4号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张雪珂遗失0000053204000
0002020028406号保险销售从
业人员执业证，声明作废。
△王华年遗失江苏增值税普通
发票，票号：03083864、030838
63，声明作废。

△常州龙鼎旺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遗失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证，备案号：苏常食药监械经营
备20180038，声明作废。
△孙晋广遗失320402000201
609180086 号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何慧黎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
员执业证，编号：02000232048
280002018002008，声明作废。
△高梦杰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
执业证书，编号020002320482
80002017008319，声明作废。

互联网平台 TikTok 日前在美国
正式提起诉讼，控告美国政府相关行
政令违法。

对 TikTok 的粗暴封禁甚至巧取
豪夺，只是美国政府一段时间以来对
华极限施压举措的冰山一角。当下，
美国面临新冠疫情、经济衰退、种族对
立、政治极化等多重危机，随着总统选
举日益临近，一些政客各怀鬼胎，企图
复活麦卡锡主义幽灵，大肆破坏国际
规则，将中美关系推向危险边缘。这
不仅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种种危机，
还会贻害世界，遭世人唾弃。

形形色色的借尸还魂

今年 5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
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宣布成立众议院
共和党“中国工作小组”，妄称要“应对
中国在各个层面对美国的‘攻击’”。

历史总会惊人地相似。20 世纪
50 年代，时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
煽动一场席卷美国的反共浪潮，其蓄
意诽谤、肆意迫害的恶行最终引发公
愤，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
麦卡锡主义。

如今，披着各种外衣的麦卡锡主
义又在华盛顿政客圈不断发酵。自 6

月下旬以来，国务卿蓬佩奥等多名美政
府高官就对华政策发表一系列讲话，其
中充斥着对华敌视、诋毁的煽动性语
言。有评论认为，这堪比当年麦卡锡的
反共巡回演讲。

当下，美国政府不断刻意制造新的
“红色恐慌”，将反华对抗情绪扩散到政
治、经济、科技、人文等各个领域，类似麦
卡锡主义的极端保守思潮重新在美国社
会蔓延。

政治上，美国政府动用宣传机器鼓吹
“意识形态”站队，妄图组建所谓“西方民
主联盟”，还借新冠疫情大搞“污名化”；经
济上，美国政府挑动贸易战，随意挥舞制
裁大棒，不惜动用国家力量阻止本国企业
与中国合作；科技上，美国政府公开胁迫
盟友排斥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并推出封
禁围堵中国企业的“清洁网络”计划；此
外，美国政府还蓄意破坏对华人文交流，
骚扰中国留学人员、干扰正常学术交流、
限制打压在美中国媒体⋯⋯

“我们正在重回麦卡锡主义时代。”
美国前驻华大使博卡斯在接受美国媒体
采访时一针见血地警告。

充满算计的私利私欲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沉渣泛起、借尸

还魂，背后有着林林总总的算计和图谋。
一些人霸权思维作祟，热衷搞大国

对抗，不能容忍任何国家的实力接近美
国。对华大搞“意识形态十字军东征”正
是出于他们维护美国霸权的冷战思维。
从中兴、华为到 TikTok、微信，美国政
客一再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科技企
业，就是为了维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
垄断地位。美国想要的不是“清洁网
络”，而是“数字霸权”。

一些人反共心理顽固。美国一些政
客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和仇视根深蒂
固，他们想复活麦卡锡主义的幽灵，破坏
中美之间的联系，煽动两国民意的对立，
损害两国互信的根基，从而把中美再次
拖进对抗与冲突。

一些人企图“甩锅”推责。美国是新
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社会因此遭
遇多重冲击，经济疲软，失业率高企，种
族矛盾和贫富差距愈加严重，而美国政
府无法解决这些难题，因此试图通过嫁
祸中国来转移国内矛盾。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授德米特
里·叶夫斯塔菲耶夫指出，美国不会承认
自身错误，而是寻找能为疫情灾难背锅
的外部力量，甚至会为此发动一场政治
斗争，“新麦卡锡主义针对的正是他们所
反对的那个国家”。

贻害世界的政治病毒

麦卡锡主义曾给美国人民留下“白色
恐怖”的惨痛记忆。如今，麦卡锡主义的
幽灵又死灰复燃，这种政治病毒不仅感染
了华盛顿，还渐渐渗透进美国政治、社会、
科技、文化等各领域。但这种反华反共的
嫁祸战略不仅不能解决美国面临的种种
危机，反而会毒害美国自身乃至全世界。

福布斯网站日前刊文说，美国在科技
等领域已出现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华盛顿
正在将供应链“武器化”。有媒体评论说，
美国的“科技铁幕”“经济铁幕”不仅破坏了
国际贸易规则，也损害了全球市场环境。

针对美国政府种种意识形态色彩强
烈的霸凌之举，美国教育界表现出巨大
担忧。《纽约时报》说，美国大学对可能针
对特定国家学生的新“红色恐慌”保持警
惕，认为这可能会助长种族主义。去年
7 月，美国百名学者联名致信总统及国
会，反对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政策。

德国《每日镜报》网站刊文警告：“切
断中美之间的文化、教育和新闻交流对
美国来说是不明智的，并将适得其反。”
美国将流失大量中国人才，“这将是一场
悲剧，而美国将是最大的输家”。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复活麦卡锡主义幽灵只会贻害世界

据新华社纽约8月25日电（记
者危颖）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日
前刊登一篇题为《疫情重创美国养
老院 养老危机令人不齿》的文章，
披露美国已有 6 万多名居住在养老
院的老人和护工死于新冠肺炎，大
量病患仍在接受治疗，疫情导致养
老院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文章指出，几十年来美国的养
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新冠疫情使
美国的养老危机凸显。证据表明社
区传播是造成养老院高感染率的主

要原因。一方面，美国政府低效的
抗疫措施导致新冠病毒检测和医护
人员防护设备未能及时到位；另一
方面，一些养老院没有做好防止大
流行性疾病的相关准备，缺乏对医
疗资源的长期投资。

文 章 说 ，2019 年 ，美 国 有 约
124.6 万人居住在经认证的养老
院。美国养老院费用高昂，凯泽家
庭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16 年，养
老院一年的人均费用超过 8 万美
元。

疫情重创养老院凸显美国养老危机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记者
马卓言） 针对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24 日发表文章称美国防部已做好
应对中国的准备，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埃
斯珀的有关说法毫无根据，并向埃
斯珀提出“一个忠告、两个事实、三
个问题”。

赵立坚的“一个忠告”是：“希望
埃斯珀先生能够仔细阅读中方发布
的《蓬佩奥涉华演讲的满嘴谎言与
事实真相》，这其中大量事实和数据
都足以戳穿粉碎所谓‘中国威胁’的
谎言和谬论。”

赵立坚列举了两个事实：一是
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队累计参与
20 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
军事人员4万余人次，是安理会“五

常”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二
是美国建国 240 多年历史上，只有 16
年没有打过仗。美国 2019 年军费预
算超过716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后面
9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

赵立坚提出三个问题：中国奉行
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共产党章程》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表明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
义，美国能作出这样的政策宣示吗？
是谁在全世界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
非法对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发
动战争和军事行动，派舰机到远离本
土的海域“大秀肌肉”？是谁固守冷战
思维，不断地“毁约”“退群”，挥舞“大
棒和拳头”，肆意破坏全球规则？

“美国一些政客只要尊重事实，就
能得出正确答案。”赵立坚说。

我外交部发言人驳美防长涉华言论

提出一个忠告、
两个事实、三个问题

8月24日，一辆滴滴快车停在俄罗斯喀山克里姆林宫外。
滴滴出行25日宣布正式进入俄罗斯市场，将在俄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喀

山市提供快车服务。俄罗斯是滴滴上线的第九个海外市场。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是重要交通旅游枢纽，拥有全俄最大的

互联网科技创新产业区。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官网发文对滴滴的到来表示欢
迎。 新华社发

新华社喀布尔8月26日电（记者陈
鑫 邹德路） 阿富汗政府官员 26 日说，
阿东部 25 日突发的洪水已导致 70 人死
亡，另有100多人受伤。

帕尔万省政府发言人瓦茜达·沙阿
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25
日夜间该省突降暴雨，引发的洪水冲毁
了300多座房屋和大片农田。受洪水影
响的省份还包括卡皮萨、潘杰希尔等。

阿富汗东部突发洪水

已导致70人死亡

据新华社8月26日电 美国威
斯康星州基诺沙市一名黑人男子遭
警察枪击受重伤，在多个城市引发
示威和骚乱。代表这名男子的律师
25日说，当事人已经瘫痪。

遭枪击的黑人男子名为雅各
布·布莱克，29岁。目击者用手机拍
摄的一段视频显示，布莱克拉开车

门准备坐到驾驶座上时，警察朝他后
背开枪。视频中可以听到 7 声枪响。
事发时，他的 3 个年幼的孩子坐在车
内，目睹一切。

布莱克的律师团队打算向基诺沙
市警察局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逮捕开
枪的警察，开除全部3人。

威州州长托尼·埃弗斯25日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加派国民警卫队，以防
骚乱升级。前一天，基诺沙市和威州
首府麦迪逊爆发骚乱，愤怒的示威人
群破坏数十座建筑，还发生几十起纵
火。警方用催泪瓦斯和辣椒喷雾驱散
人群并逮捕多人。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和明尼苏达州
明尼阿波利斯市也发生类似暴力示威。

美国多个城市发生示威和骚乱

遭警察枪击黑人重伤瘫痪

据新华社联合国 8 月 25 日电
（记者尚绪谦）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
轮值主席、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
代表迪安·查尼25日表示，鉴于安理
会成员在关于美国要求启动对伊朗

“快速恢复制裁”机制问题上存在分
歧，主席不会就美方要求采取行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0 日前往
纽约联合国总部，通知安理会美方
将启动对伊朗“快速恢复制裁”机
制。在 25 日的安理会关于中东局

势的视频公开会上，俄罗斯和中国代
表均询问查尼作为安理会主席将如何
处理美方要求。查尼回答说，他与安
理会成员进行了沟通，发现只有一个
安理会成员持特定立场，而绝大多数
成员持有异议。

在25日的安理会会议上，众多安
理会成员，包括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
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均重申，美国
于 2018 年 5 月退出伊核协议，不再具
有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的资格。

安理会轮值主席：

不启动对伊快速恢复制裁机制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25日电 据俄
罗斯媒体25日报道，俄罗斯和叙利亚空
军最近一周在叙中部展开大规模反恐行
动，打死327名武装人员。

报道说，18 日至 24 日，俄叙空军在
炮兵和特战人员支援下在叙中部“白色
沙漠”地区共打死327名武装人员，摧毁
134 个掩体、17 个观察点、7 个物资仓库
和5个地下武器库。

消息说，该地区的武装人员与18日
俄军遇袭事件有关。

一支俄罗斯军方车队 18 日在叙东
部代尔祖尔省遭路边炸弹袭击，造成一
名俄军高级军官死亡、两名士兵受伤。

俄叙军队在叙中
部展开反恐行动

打死327名
武装人员

新华社莫斯科8月25日电（记
者张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25
日在莫斯科与到访的美国副国务卿
斯蒂芬·比根举行会晤，俄方警告美
国和欧盟不要干涉白俄罗斯内政。

俄外交部网站当天发表声明
说，俄方强调，对白俄罗斯施加制裁
和政治压力以破坏白国内建立互相
尊重的对话进程，是不被允许的。
俄罗斯警告美国和欧盟不要以任何
形式干涉白俄罗斯内政，包括公开
号召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

俄外交部网站当天还发布公告
说，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第一频道电
视台采访时表示，俄方得到证实，美
国无意就白局势人为制造危机。美
方强调，希望所有有关国家协助白

政府与反对派建立对话。“但在我们看
来，无论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盟
或者任何一个邻国，都无法从外部为
白政府和人民强加中间人。”

拉夫罗夫说，美国认为由季哈诺
夫斯卡娅领导的协调委员会与白政府
存在建立对话的可能性。“对此，我们
认为让白俄罗斯自己决定谁来参加全
国性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白俄罗斯本月 9 日举行总统选
举，总统卢卡申科以 80.1％的得票率
胜出。白首都明斯克等城市随后多次
发生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对总统选
举结果提出质疑。白俄罗斯宪法法院
院长米克拉舍维奇25日说，反对派不
久前成立的旨在组织白俄罗斯政权交
接的协调委员会违反宪法。

俄警告美国欧盟：

勿干涉白俄罗斯内政

8月25日，中国援建的南苏丹宫颈疾病筛查中心正式交付使用。该中心设在南苏丹首都朱巴教学医院，是南苏丹目
前唯一的宫颈疾病筛查中心。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东京8月26日电（记者刘春
燕）《日本经济新闻》网站 25 日发表文
章说，由于中国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加
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金融机构逐渐
增加，人民币结算系统的全球影响力正
在增强。

文章说，截至 7 月底，已有 97 个国
家和地区的984家金融机构加入人民币
跨境支付系统。今年内，加入这一系统
的金融机构很可能突破1000家。

文章说，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
于 2015 年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参与该系统的金融机构可轻松进行以人
民币计价的贸易结算和汇款等业务。目
前在日本，除瑞穗银行和三菱日联银行
等大型银行外，千叶银行和常阳银行等
地方银行也已加入该系统。

文章指出，从地区分布来看，目前加
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亚洲金融机构
最多，占总数七成以上。人民币跨境支付
系统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影响突出。

日媒：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全球影响力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