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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05日 06:30-20:30停电：35kV魏水线、
35kV翻水线（临检）；

09月06日05:30-11:30停电：10kV怡枫线富
康变至顺园路#5环网柜：怡枫线1110开关至戴家塘
A1030开关（停电范围：晨光树脂、诚丰汽车维修、三
普科技等薛家、三井等相关地段）；

09月07日05:30-11:30停电：10kV液压线顺
园九村#1中间变电所：液压线1210开关前段（停电范
围：现代液压机器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9月09日06:30-10:30停电：10kV裕腾线胜代
机械C1253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胜
代机械、普拉迪数控科技等春江、罗溪等相关地段）；

06:30-17:00停电：10kV酒店线大酒店配电所：
大酒店城中路#1线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兴隆巷
小区部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常州分公司、柏树贸易
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10kV华庭线城中路中间变电所：张生记大酒店125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张生记大酒店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童子线童子西路#2环
网柜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开古茶叶食品、港云
投资管理、腾飞数据通信材料等怀德、五星、北港、花
园、西林等相关地段）；

10kV香樟线香樟路748开关支线1号杆后段（停
电范围：柏龙家具等花园等相关地段）；

09月10日08:00-09月11日11:30停电：35kV
蒂克线；

09月10日06:30-14:30停电：10kV华庭线大
酒店配电所：大酒店城中路#2线122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钟能物业管理、福记餐饮投资管理、张生记大酒
店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9月11日09:00-11:30停电：10kV曙光线长
江路#3环网柜：曙光线进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
围：江南纸盒厂、通用自来水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9月04日08:00-09:30停电：10kV浦南线

浦南南村#1变-2配变102开关后段（临检）；
09月07日07:00-11:00停电：10kV曙光线勤

业168幢配变、勤业170幢配变、勤业177幢配变；

09月08日07:00-11:00停电：10kV凯纳线机
械102幢配变、西新157幢配变、西新161幢配变、西
新162幢配变；

07:00-12:00停电：10kV德安线清凉32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红棉线朗诗競业园#1

中间变电所：0.4kV#1次总401开关后段、朗诗競业园
#2变电所：0.4kV#1次总401开关后段、朗诗競业园#
3变电所：0.4kV#1次总401开关后段、0.4kV#3次总
403开关后段、朗诗競业园4号变电所：0.4kV#1次总
401开关后段、0.4kV#3次总403开关后段；

10kV金樽线海霞车辆支线2号杆后段（临检）；
09月09日07:00-11:00停电：10kV凯纳线西

新178幢配变、西新179-1幢配变、西新179幢配变；
10kV孟庄线勤业133幢配变、勤业54幢配变、勤

业60幢配变；
08:00- 11:30 停电：10kV 北环线北环 49 幢

配变；
09月10日07:00-09:00停电：10kV大仓线勤

业20幢北配变；
07:00-11:00停电：10kV曙光线勤业137幢配

变、勤业143幢配变、勤业156幢配变、勤业164幢
配变；

07:00-13:00停电：10kV西二线西新二村124
幢配变、西新二村121幢配变、西二村21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牡丹线朗诗競业园#1
中间变电所：0.4kV#2次总402开关后段；朗诗競业园
#2变电所：0.4kV#2次总402开关后段；朗诗競业园#
3变电所：0.4kV#2次总402开关后段、0.4kV#4次总
404开关后段；朗诗競业园4号变电所：0.4kV#2次总
402开关后段、0.4kV#4次总404开关后段；

08:30-13:30停电：10kV常连线郑陆青松路口
配变；

10kV石埝线田诸圩西配变；
10:00-12:00 停电：10kV 锻焊线机械 117 幢

配变；
09月11日07:00-09:00停电10kV诺城线丽

华26幢配变；
07:00-11:00停电：10kV新农线西新169幢配

变、西新174幢配变、西新193幢配变；
10:00-12:00 停电：10kV 茶南线勤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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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作废
86603740

讣 告
原常州郊区红梅乡乡长、公社书记、郊区法

院院长、工商局局长徐宏良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0年9月2日3时56分在常州市中医医院逝
世，享年八十八岁。兹定于9月4日上午在常州
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

妻：张坤秀 率
子：徐 杰

徐 仪
女：徐 倩

泣 告
2020年9月2日

△李虎遗失2019年12月17

日签发的6101021974090

53110号身份证，声明作废。

△李虎遗失61010219740

9053110 号驾驶证，声明

作废。

△常州泰瑞工业装备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320483000084132，

声明作废。

△常州诚品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使用。

△天宁区兰陵新地石锅鱼餐

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JY2320402

0119780），正副本编号：32

0402000201809130021、

32040200020180913002

2，声明作废。

△常州久益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204111913026，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使用。

△周琳面馆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编号：32048300020

1007190148、3204830002

01007190149，声明作废。

△江苏新潍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号码：

3204885042177，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使用。

据新华社维也纳 9 月 1 日电（记者于涛） 9 月 1 日，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总司长级会议在奥地利
维也纳举行。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施密特主持会议，伊
朗副外长阿拉格齐、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及法国、德
国、英国相应官员与会。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率团
出席。

傅聪指出，美国背弃自身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单方面
退出全面协议，恢复对伊非法单边制裁并实施长臂管辖，同
时极力阻挠其他方执行协议，这是伊核局势紧张的根源。
国际社会应继续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维护全面协议和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的权威性，为推动伊
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作出不懈努力。

傅聪强调，完整、有效执行全面协议是解决伊核问题的
唯一正确途径。中方支持在维护全面协议有效性和权威性
的前提下，另辟一个对话平台，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形成新
的共识。

会后，欧盟发表主席声明，表示各方均强调应维护并全
面执行经由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核可的全面协议；重申美
已单方面宣布退出全面协议，不再是协议参与方，不能启动
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规定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欢迎国
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发表并落实关于保障监督问题的联合
声明；表示将继续在联委会框架下讨论全面协议履约问题；
重申各方在美取消制裁豁免背景下，对继续推进阿拉克重
水堆改造项目负有共同责任。

各方重申维护伊核协议
和安理会的权威

1945 年 9 月 3 日，中国人民经过 14
年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宣
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
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75 年后的今天，和平与发展仍然是
人类不变的追求。如何维护来之不易的
和平成果、推动人类共同发展，成为各国
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
享”，是中国给出的响亮回答。这一顺应
历史潮流的中国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为
各国人民携手跨越阻碍、共同开创发展
繁荣的新未来照亮了前路。

浴血奋战
开创历史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政府签署投
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9 月 3 日作
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铭记在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
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
利。抗战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

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
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
败的民族耻辱，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评
价说：“中国将士英勇作战，在抗
击穷凶极恶的侵略势力时发挥了
决定性作用。在那地狱般的日子
里，中国作出了巨大牺牲。”

中国理念
唱响世界

牢记战争，是为了守护和
平，构筑人类共同的未来。

2013 年 3 月，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
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呼吁
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
有 你 ”的 命 运 共 同 体 意 识 ；
2017 年 1 月，在日内瓦万国
宫，习近平主席就这一理念作
出进一步阐释：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7 年多来，中国步履坚定，
扎实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宏伟蓝图的实践：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
维和行动，探索中国特色热点
问题解决之道、推动各方对话
协商解决全球和地区热点问
题，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
全球性挑战。

——从与多个国家分别构
建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到周边命
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从
中欧命运共同体到中非命运共
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阿命
运共同体。

——中国倡议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
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

—— 一大批“一带一路”
合作项目落地开花。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系列多
边合作新平台的建立，为实现包容
和联动式发展注入新动能。

从莫斯科到雅加达，从雁栖湖
边到西子湖畔，从纽约联合国总部
到日内瓦万国宫，中国领导人在各
个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
述总能引发强烈共鸣。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倡议多次写入联合国文
件，凸显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命运与共
共创未来

75 年前，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
并肩战斗，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75 年后的今天，中国对如何更
好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应对当前多
种挑战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主张。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观⋯⋯中国提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因其对时代主题的精
准把握和对人类福祉的不懈追求，
呈现出引领时代进步的力量。

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
评价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
诠释了合作、和平与发展的真谛，反
映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诉求。

当前，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更加
凸显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面对新
冠疫情这个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
应发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精神，齐
心协力、团结互助，携手打赢这场关
系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
保卫战。

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
依然任重道远。世界各国应坚定支
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共同维护二战
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面对重
重挑战，各国人民只有本着命运与
共的精神，并肩携手、共克时艰，才
能实现共同发展、携手走向更加光
明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何
梦舒 谢琳 商婧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光照亮世界前行之路

据新华社迪拜 9 月 1 日电
（记者苏小坡） 迪拜中国学校
1 日举行成立仪式暨开学典
礼，这是迪拜第一所中国学制
学校，也是中国政府在海外成
功创办的第一所全日制学校。

迪拜中国学校由教育部委
托杭州市教育局承办，由浙江
省杭州第二中学负责运营。迪
拜中国学校是一所涵盖小学、
初中、高中12年制的非营利全

日制学校，规划规模为在校生
800 人，首批近 200 名 1 至 5 年
级小学生入校学习，以后将逐
年拓展招生学段。

当天的开学典礼在迪拜和
杭州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方式
同时举行。迪拜危机和灾害管
理最高委员会主席曼苏尔·阿
勒马克图姆作为阿联酋副总统
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的
代表，出席典礼并为迪拜中国

学校揭幕授牌。
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旭航

在致辞中说，驻迪拜总领馆牵头
学校筹建工作，致力于将迪拜中
国学校打造成为服务领区侨胞
的民心工程。相信迪拜中国学
校未来将办成中国基础教育在
海外的一流示范名校，成为推动
中国教育走出去的引领工程。

迪拜知识与人力发展局局
长阿卜杜拉·卡拉姆说，全日制

中国学校的诞生为直接了解和学
习中国文化提供了机会。迪拜中
国学校既是两国教育合作的新起
点，也是阿中两国关系更加密切
的好开端。

在视频连线的杭州会场，教
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在致辞中说，
迪拜中国学校是中国加快和扩大
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将为
中阿“一带一路”合作树立新时代
成功典范。

我国政府在海外创办的第一所全日制学校——

迪拜中国学校开学

9月1日，在阿联酋迪拜，迪拜危机和灾害管理最高委员会主席曼苏尔·阿勒马克图姆（右一）作为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
默德的代表参观中国学校教室并看望学生。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 日电（记
者许缘 高攀） 美国劳工部 1 日发布
的预测显示，2019 年至 2029 年美国
就业增长速度将较2009年至2019年
大幅放缓，同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年均增幅也将放缓。
数据显示，由于活跃劳动力大幅

减少、人口老龄化以及新技术投入应用，
2019 年至 2029 年美国新增就业岗位预
计仅为 600 万个，年增长率为 0.4％，远
低于 2009 年至 2019 年的 1.3％。同期，
美国 GDP 年均增幅将放缓至 1.8％，远
低于2009年至2019年的2.3％。

具体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救助行

业将引领美国就业增长。不过，由于新
技术投入应用以及国际竞争加剧，制造
业将面临严峻就业前景。

劳工部表示，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
响并未纳入本次预测的考量。疫情可能
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新的结构性变化”，
将在未来的预测中纳入考量。

美劳工部预计美就业和经济增速将放缓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 日电 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刊
登评论文章说，国务卿蓬佩奥在任内优先其个人政治野心，
破坏美国与盟友关系，并造成国务院内部士气低迷，是“史
上最差国务卿”。

《华盛顿邮报》社论版副主编杰克逊·迪尔 8 月 30 日在
该报发表题为《迈克·蓬佩奥是史上最差国务卿》的评论文
章。文章说，蓬佩奥任内未能填补国务院数十个高级职位
的人事空缺，同时数百名职业外交官离职或被“政治清
洗”。文章指出，国务院的士气正处于历史低点。

文章说，蓬佩奥日前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
话，无视明确反对此类情况出现的法律建议，越过了界限。
而他的演讲站不住脚，充斥着虚假或荒唐的言论。

文章指出，蓬佩奥掌舵下的美国外交遭受了数十年来
最为严重的破坏，这在美国与其盟友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明
显。

文章说，美国上个月未能延长即将到期的联合国对伊
朗武器禁运决议生动体现了蓬佩奥如何将美方政策“带进
死胡同”。蓬佩奥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强推延长对伊武器
禁运的决议草案，但得到的是令人耻辱的投票结果。英、
法、德都没有予以支持，蓬佩奥便公开攻击盟友。之后在他
要求安理会恢复联合国对伊制裁的尝试再次受挫后，蓬佩
奥指控美国的盟友“与恐怖分子为伍”。

文章援引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的
丹尼尔·弗里德的话说，美欧关系正处于他记忆中的最差状
态，而蓬佩奥“似乎能在分裂中得到无端的满足”。

文章说，美国政府在9月底可能坚称联合国对伊制裁重
新生效，而此举很可能会遭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无视。到
那时美国会被明显孤立，蓬佩奥届时可谓“登峰造极”。

美国《华盛顿邮报》：

蓬佩奥是史上最差国务卿

据新华社莫斯科 9 月 1 日电（记者李奥） 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1日说，白俄罗斯局势无需外部势力调停。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国立国际
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当前，白俄罗斯正在经历复杂时
刻，一些西方国家正试图“强行采取某些办法”来处理白俄
罗斯目前局势。俄方认为，白俄罗斯局势不需要任何强加
的调停举动。

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以国际法和俄白两国间所应承
担的义务为原则，希望白方能够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
自主解决当前问题。

拉夫罗夫说，白俄罗斯国内目前存在需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白俄罗斯人民有能力独立解决这些问题。西方国家试
图充当法官对白俄罗斯局势做出判决，并通过制裁等方式
将其付诸行动，俄方认为这在当今世界是无法接受的。

俄外长：

白俄罗斯局势
无需外部势力调停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
梅内伊 1 日发表讲话，谴责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同意与以色列关系全面正常化，
认定那是对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国家和
巴勒斯坦的背叛，阿联酋将永远为此“蒙
羞”。

以色列首个直飞阿联酋的商业航班
8 月 31 日经由沙特阿拉伯领空，降落阿
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和以色列政府
代表搭乘航班，与阿联酋官员会商以阿
关系正常化议题。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

哈梅内伊 9 月 1 日说：“阿联酋的背
叛不会长久，但这一污点将被永远记
住。他们让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这一地
区立足，忘记了巴勒斯坦。”

哈梅内伊说，阿联酋与以色列和特
朗普家庭的“犹太成员”一起，侵犯伊斯
兰世界的利益。“我希望阿联酋能清醒，
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作出补偿。”

路透社报道，哈梅内伊所指为美国
总统高级顾问、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
婿贾里德·库什纳。

库什纳搭乘 8 月 31 日航班抵达阿
联酋。包括库什纳在内的美方代表9月
1 日访问阿联酋德哈夫拉空军基地，库
什纳在基地和美、阿飞行员握手。

以色列与阿联酋视伊朗为地区安全
威胁。美国力推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以
色列联手，组建中东反伊朗网络，打压伊
朗。

美联社报道，阿联酋驻有大约5000
名美军官兵。美方代表团访问德哈夫拉
空军基地，可能意味着美方向阿联酋出
售F－35型战机是以阿关系正常化协议
的重要内容。

目前，在整个中东地区，仅以色列军
队装备F－35型战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否认以阿关
系正常化协议关联美国向阿联酋提供先
进武器。美国先前向以色列承诺，美方今
后向阿联酋出售武器的同时，将继续确保
不影响以方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质量优势。

据新华社电

哈梅内伊：

阿联酋背叛
伊斯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