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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条》并称“时空三部曲”的《盗
梦空间》和《星际穿越》，分别位居豆瓣
TOP250的第九和第十二位。

2010 年首映的《盗梦空间》收获了
4.62亿元票房，是2010年内地
电影票房总排行的第五位，豆
瓣评分 9.3 分。该片同样以新
奇的电影结构让观众高呼“烧
脑”，但其程度远不及今日《信
条》的全民“看不懂”。

《星际穿越》豆瓣评分同为
9.3分。这是诺兰在国内票房表
现最优秀的影片，2014 年首映
时收获7.55亿元票房，上映之初
与《信条》表现不相上下，但在后

续上映中越战越勇。此外，该片在今年国
内重映中也获得1.21亿元票房的好成绩。

诺兰上一部在中国内地上映的作
品是《敦刻尔克》。虽并非诺兰一贯擅长

的科幻类型电影，但也获得了3.39亿元
票房，在引进公映的战争片中名列前
茅。在三年前公映时获得多数好评，豆
瓣评分稳居8分以上。

诺兰的过往表现

《信条》成为诺兰最受争议的一部长片。自9月4日上映以来，《信条》一直屈居于已经上映三周
的《八佰》之下，未能夺得单日票房冠军。口碑也一路下滑，豆瓣评分从最初的8.4分下降至7.9分，成
为诺兰少数不上8分的作品。

诺兰的作品一向被贴上“烧脑”的标签，看一次是没法完全搞懂的——这已经成为所有观众的共
识。只是《信条》出来之后，越来越多观众开始思考：到底是电影真的很难懂，还是诺兰故意让你看不
懂？

《信条》是真的很难懂，
还是诺兰故作高深？

“工具人”也是目前《信条》评价
的高频词：“诺兰为了炫技牺牲了故
事和人物，观影体验非常差。老套的
拯救世界的故事，但没有一个角色有
足够的驱动力，都只是在模板化地跑
剧情。”

实际上，剥离晦涩难懂的科学概
念，《信条》的故事并不复杂，甚至还
沿袭了《007》系列等特工电影的套
路：炫目的异国风光——电影跑遍三
大洲的七个不同国家，从英国、美国、
东欧、南欧、印度再到北欧；心理变态
的大反派——俄罗斯能源大亨萨托身
患重病，却要全人类给他陪葬；毫无前
因后果的感情戏——男主角突然之间
对萨托的妻子凯特产生异样的情愫。

《信条》中的每个角色都在按部就
班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好让剧情推进
下去，一些设定就显得颇为不合理。
为了让大 boss 萨托的妻子凯特倒戈，
电影花了不少篇幅描写萨托与凯特的

矛盾，却显得非常生硬。萨托明明是
个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毁灭整个世界的
大 boss，他与凯特之间的矛盾却几近
鸡毛蒜皮：他抓住了凯特卖假画的证
据，以此要挟不让她离婚（不然凯特就
要去坐牢），也不愿把孩子的抚养权给
她。有观众吐槽：“最终大 boss 竟然
还得跟老婆争夺孩子抚养权，我仿佛
在看国产家庭剧。”

更失衡的是，男主角与搭档尼尔
之间跨越时空的友情本应成为电影情
感主线，两人的对手戏却并不多。结
局中尼尔身份曝光的一幕本应成为影
片的情感高潮，现在看来却显得突
兀。 胡广欣 卫弥萱

角色沦为工具人

9 月 4 日上映首日，《信条》收获综
合票房 5699.67 万元，仅次于已上映 15
天、斩获 20 亿元票房的热映大片《八
佰》。而最关键的首周票房表现也未如
预期：目前才刚刚突破2亿元。

受口碑等因素影响，《信条》上映次
日的排片比便开始下滑，上座率也在

《八佰》之下。目前，猫眼票房专业版给

出票房预测为4.57亿元，估计难以达到
前作《星际穿越》突破 8 亿元的优秀票
房成绩。

前有《八佰》，后有迪士尼电影《花
木兰》，后者将于 9 月 11 日登陆中国内
地院线，预计将对《信条》的排片造成冲
击。

至于北美方面，《花木兰》选择不上

院线、进行网络流媒体放映，这对《信
条》而言是个好消息。《信条》于9月3日
在北美上映，目前收获 2020 万美元的
票房，创下自 2006 年《致命魔术》以来
诺兰作品的开映票房新低。

不过，基于疫情的巨大影响，只有
65%的美国影院逐渐复工，其中市场规
模最大的纽约与洛杉矶仍未开放影

院。《信条》如今仍位居美国国内票房首
位，对北美影市的复苏起到一定的提振
作用。目前《信条》全球票房已达近 1.5
亿美元，与制作成本2.25亿美元还有一
定差距；据业内人士估计，本片需要在
全球范围内收获 4 亿美元才可达到收
支平衡。

票房 首周表现不敌《八佰》

有趣的是，不少观众不约而同地把
《信条》比喻为一场“考试”，有观众评
价：“《盗梦空间》像全市统考，稳住思绪
即可游刃有余。《星际穿越》像高考，状
态拉满，也会留下遗憾，出了答案估分
时即可了然。这部《信条》，像零基础参
加奥数竞赛，考完觉得自己只能得零
分，唯有复读方可解恨。”

又有人说，看《信条》的过程“倍感
折磨”：“像是在参加物理竞赛。诺兰没
有试图和观众平等地交流和沟通，而是
冷冰冰地把庞大的信息量拍在了银幕
上，你还没嚼透上一句话，下一句话又

紧跟塞了进来。做个观众太难了，这道
题我不会。”

以 往 的 诺 兰 一 向 对 普 通 观 众 友
好，喜欢借角色之口详细解释电影的
核心概念（虽然这也是他为一部分影
迷诟病的地方）。不过，《信条》里，他
引入了“时空逆转”“时间钳形运动”
等更加难以消化的概念，却几乎完全
忽略了“解题”这一步骤，甚至在本该
着重呈现的地方一笔带过：比如主要
角色到底逆转了几次？最后一场沙
漠中的钳形大战到底如何进行？主
角截获算法与女主角在游艇上杀大

反 派 是 发 生 在 同 一 时 间 的 事
吗？⋯⋯由于最基本的核心概念都
显得模糊不清，因此对大部分普通观
众而言，观看《信条》的体验显得混乱
而疲惫。

有 影 迷 认 为 诺 兰 这 次 在 故 弄 玄
虚，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甚至连时间逆
转而产生的逻辑问题都没有触及到，
只是一味地将“时间逆转”当成一种工
具。有网友评价：“与其说‘烧脑’，其
实是‘绕脑’，把概念、情节线索强行复
杂化却又一直只在表层兜圈子，最终
出来的效果就是异常割裂式、景观运

动表象式的呈现。”
这部新作甚至连画面都不如以往

吸引了。《信条》在视觉上也下了不少
工夫：电影中呈现了一个正向和逆向
同时存在的世界，并分别以红蓝色调
来区分正向空间和逆向空间；动作戏
也别出心裁，在拍摄逆向空间时，“实
拍狂魔”诺兰并没有采取正拍倒放的
方式，而是要求演员直接表演出倒放
效果。但总体而言，《信条》的视觉效
果仍比较平实，缺少《星际穿越》的“时
间实体”、《盗梦空间》的折叠都市等炫
目的视觉奇观。

争议 简单问题复杂化

《信条》会成为诺兰大神的“滑铁卢”吗？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市钟楼区应急管理局遗失05404682
号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声明作废。
△常州市亚洪苗木专业合作社遗失公章一
枚，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使用。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常州市
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常
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金坛区人民
法院、溧阳市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上述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sf.
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动产于2020年9月28日10时起至次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起至次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
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和平北路135号15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53.02㎡）

②常州市邹区镇曙光村庄巷组72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1255.21㎡）

③江苏华东机房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位
于遥观镇新南村的工业用途厂房及土地（详
情参见淘宝页面）

④福克斯牌小型轿车一辆、别克牌小型
轿车一辆、手镯一个

（2）动产于2020年9月21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拆分拍卖白酒10瓶（详情参见淘宝
页面）

2、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
产于2020年9月2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年10月14日
10 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1）常州布朗多纺织有限公司名下的一
批纺织机器及配套设备（详情请参见淘宝
页面）

（2）常州市新北区清水湾花园41幢804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26.85㎡）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
动产于2020年10月10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95271股股权
4、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2020年 10月 10日 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国泰名都10幢 7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124.05㎡）

5、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不动产于2020年10月4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20年9月
24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①常州市金坛区清华园10-601室不动
产（含室内装潢及部分可移动家具，详情参见
评估明细），（房屋建筑面积：156.64㎡，其中
阁楼面积：44.77㎡）

②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经济开发区华东
五金城B21号及B22号不动产，（B21号建筑
面 积 ：977.92 ㎡ ，B22 号 建 筑 面 积 ：
1119.62㎡）

③常州市金坛区碧水华庭47幢乙单元
1801室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
212.89㎡，其中阁楼面积61.53㎡）

④常州市金坛区经济开发区下塘桥49
号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323.55
㎡,房屋总面积为485.33㎡，其中有证房面积
为323.55㎡，无证房面积约为161.78㎡）

⑤常州市金坛区皇家华园18-102室不
动产及18-1002号车库（含室内装潢），(18-
102室建筑面积：167.99㎡，18-1002号建筑
面积：60.17㎡)

⑥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花山村委茅山茶
叶市场南院的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
积：532㎡+161.5㎡)

⑦常州市金坛区司马坊步行街A329号
不动产，（建筑面积：50.07㎡）

⑧常州市金坛区西门大街63-512室不
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71.18㎡）

⑨常州市金坛区华城嘉园8-063-2号
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61.28㎡+
60.98㎡=122.26㎡）

⑩常州市金坛区峨嵋中路9-42号不动
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16.01㎡+32.73
㎡+260.1㎡=308.84㎡）

常州市金坛区碧水华庭37幢甲单元
501室（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132.33㎡）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常恒花苑14幢
4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91.53㎡+66.42
㎡=257.95㎡）

（常州市金坛区圣东福地花苑18幢丙
单元6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8.49㎡，另
有阁楼面积：55.76㎡）

常州市金坛区金源福地26幢甲单元
1802室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
91.96+145.48=237.44㎡（证载），另有无证阳
光房21.12㎡）

车辆识别号为LFMBEC4D6B00441
08的丰田牌汽车一辆

烘干机一套、变压器一套（GGD开关
柜3面、交流金属开关设施）、制粒机420两
台、制粒机520两台。

（2）动产于2020年9月20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金坛市城东港利餐厅内所有动产（详
情参见淘宝页面）

6、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不动
产于2020年10月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20年9月24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宜州市宝山矿业有限公司股权（15%
股权及20%股权）

（2）溧阳市昆仑花园一区22幢3-601室
住宅用房（建筑面积81.42㎡）

（3）苏D6ZA28别克牌商务车一辆
（4）苏D072KM雪佛兰牌越野车一辆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

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
址：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2020年9月10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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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14日05:30-16:30停
电：10kV三丰线青龙变至金安家
园#1中间变电所：三丰线1210开
关至龙城大道#12环网柜：三丰线
1110开关、龙城大道#11环网柜：
宏商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远方动力科技、帝商服饰、北环中
学等青龙、红梅等相关地段）；

06:30-13:30停电：10kV
梅龙线清凉变至人民家园#3中间
变电所：梅龙线1210开关至中吴
大道#66环网柜：梅龙线1110开
关（停电范围：中医医院、中国电信
股份、常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等
茶山等相关地段）；

06:30-17:30停电：10kV
城中线双桂坊#1环网柜：茭蒲巷
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茭蒲
巷部分、常州文化馆、常州实验小
学等天宁、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07:20-13:10停电：10kV
振中线译冠机械C1286开关至
40#杆（停电范围：华日升反光材
料、嘉展电子科技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07:30-11:30停电：10kV
椿庭线罗汉路#4环网柜：狮子巷
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西狮
子巷部分、常州第二十四中学等天
宁等相关地段）；

09月15日06:20-16:30停
电：10kV灯北线戴安花园1号中
间变电所：灯北线1210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邹区镇人民政府、永胜
铸件厂、邹区灯具城等邹区等相关

地段）；
10kV 腾 龙 线 邹 区 灯 城

G110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
照明管理处、邹区发得灯具广场、
邹区灯具城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灯东线全线（停电范围：
诺佳教育科技、诚泰冷拉型钢厂、
邹区水务工程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10kV康庄线全线（停电范围：
光辉灯具市场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07:30-13:30停电：10kV
金雀线长沟路4号环网柜：前桥4
幢箱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前
桥新村部分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0:00-12:30停电：10kV
环城线山南工具厂261开关至林
苗场B1444开关（停电范围：蒋巷
里村部分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09月16日07:30-12:00停
电：10kV荡南线中吴大道#80环
网柜: 复兴童家村东配变116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复兴村等兰
陵等相关地段）；

10kV浦南线中吴大道#68环
网柜：茶山小徐家东配变115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茶山村等兰陵
等相关地段）；

09月17日06:30-11:30停
电：10kV谈家线杨家B1179开关
至谈家顾家塘428开关（停电范围：
深水江边污水处理、富德能源化工
发展、城市照明管理处等春江等相
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
汤工线高达保温防腐487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胜德港口储运、中顺
建设、广亚高新材料等薛家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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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18日07:00-09月19
日21:30停电：35kV新水线。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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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14日07:00-11:00停
电：10kV怡美一线鞍座宿舍配变；

07:00-12:00停电：10kV
锻焊线机械42幢配变、机械20幢
配变、机械5幢配变、机械9-1幢
配变、机械9-2幢配变；

09月15日07:30-10:30停
电：10kV清潭线广成路南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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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10:00停电：10kV
蓝天线武进土杂公司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
翠家线翠竹#20变01开关后段；

0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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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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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11:00停电：10kV
绥南线孟河杨树坝东配变；

10kV青城线小河村东配变；

09月17日05:30-18:00停
电：10kV广化线浦南#1变电所：
#1配变1010开关后段、#2配变
1020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
金家线许家巷10幢配变、康宁苑
西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
南荫线65号支线侧；

08:30-14:30停电：10kV
翠家线翠竹#21变01开关后段；

09月18日08:00-11:00
停电：10kV立新线勤业157幢配
变、勤业159幢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
韩中线奔牛何家方家配变；

12:00-16:00停电：10kV
金家线清潭60幢配变、清潭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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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钟楼区应急管理局遗失05404682
号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声明作废。
△常州市亚洪苗木专业合作社遗失公章一
枚，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使用。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常州市
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常
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金坛区人民
法院、溧阳市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上述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sf.
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动产于2020年9月28日10时起至次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起至次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
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和平北路135号15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53.02㎡）

②常州市邹区镇曙光村庄巷组72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1255.21㎡）

③江苏华东机房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位
于遥观镇新南村的工业用途厂房及土地（详
情参见淘宝页面）

④福克斯牌小型轿车一辆、别克牌小型
轿车一辆、手镯一个

（2）动产于2020年9月21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拆分拍卖白酒10瓶（详情参见淘宝
页面）

2、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
产于2020年9月2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年10月14日
10 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1）常州布朗多纺织有限公司名下的一
批纺织机器及配套设备（详情请参见淘宝
页面）

（2）常州市新北区清水湾花园41幢804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26.85㎡）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
动产于2020年10月10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95271股股权
4、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2020年 10月 10日 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国泰名都10幢 7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124.05㎡）

5、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不动产于2020年10月4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20年9月
24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①常州市金坛区清华园10-601室不动
产（含室内装潢及部分可移动家具，详情参见
评估明细），（房屋建筑面积：156.64㎡，其中
阁楼面积：44.77㎡）

②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经济开发区华东
五金城B21号及B22号不动产，（B21号建筑
面 积 ：977.92 ㎡ ，B22 号 建 筑 面 积 ：
1119.62㎡）

③常州市金坛区碧水华庭47幢乙单元
1801室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
212.89㎡，其中阁楼面积61.53㎡）

④常州市金坛区经济开发区下塘桥49
号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323.55
㎡,房屋总面积为485.33㎡，其中有证房面积
为323.55㎡，无证房面积约为161.78㎡）

⑤常州市金坛区皇家华园18-102室不
动产及18-1002号车库（含室内装潢），(18-
102室建筑面积：167.99㎡，18-1002号建筑
面积：60.17㎡)

⑥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花山村委茅山茶
叶市场南院的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
积：532㎡+161.5㎡)

⑦常州市金坛区司马坊步行街A329号
不动产，（建筑面积：50.07㎡）

⑧常州市金坛区西门大街63-512室不
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71.18㎡）

⑨常州市金坛区华城嘉园8-063-2号
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61.28㎡+
60.98㎡=122.26㎡）

⑩常州市金坛区峨嵋中路9-42号不动
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16.01㎡+32.73
㎡+260.1㎡=308.84㎡）

常州市金坛区碧水华庭37幢甲单元
501室（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132.33㎡）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常恒花苑14幢
4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91.53㎡+66.42
㎡=257.95㎡）

（常州市金坛区圣东福地花苑18幢丙
单元6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8.49㎡，另
有阁楼面积：55.76㎡）

常州市金坛区金源福地26幢甲单元
1802室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
91.96+145.48=237.44㎡（证载），另有无证阳
光房21.12㎡）

车辆识别号为LFMBEC4D6B00441
08的丰田牌汽车一辆

烘干机一套、变压器一套（GGD开关
柜3面、交流金属开关设施）、制粒机420两
台、制粒机520两台。

（2）动产于2020年9月20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金坛市城东港利餐厅内所有动产（详
情参见淘宝页面）

6、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不动
产于2020年10月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20年9月24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宜州市宝山矿业有限公司股权（15%
股权及20%股权）

（2）溧阳市昆仑花园一区22幢3-601室
住宅用房（建筑面积81.42㎡）

（3）苏D6ZA28别克牌商务车一辆
（4）苏D072KM雪佛兰牌越野车一辆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

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
址：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2020年9月10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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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14日05:30-16:30停
电：10kV三丰线青龙变至金安家
园#1中间变电所：三丰线1210开
关至龙城大道#12环网柜：三丰线
1110开关、龙城大道#11环网柜：
宏商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远方动力科技、帝商服饰、北环中
学等青龙、红梅等相关地段）；

06:30-13:30停电：10kV
梅龙线清凉变至人民家园#3中间
变电所：梅龙线1210开关至中吴
大道#66环网柜：梅龙线1110开
关（停电范围：中医医院、中国电信
股份、常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等
茶山等相关地段）；

06:30-17:30停电：10kV
城中线双桂坊#1环网柜：茭蒲巷
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茭蒲
巷部分、常州文化馆、常州实验小
学等天宁、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07:20-13:10停电：10kV
振中线译冠机械C1286开关至
40#杆（停电范围：华日升反光材
料、嘉展电子科技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07:30-11:30停电：10kV
椿庭线罗汉路#4环网柜：狮子巷
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西狮
子巷部分、常州第二十四中学等天
宁等相关地段）；

09月15日06:20-16:30停
电：10kV灯北线戴安花园1号中
间变电所：灯北线1210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邹区镇人民政府、永胜
铸件厂、邹区灯具城等邹区等相关

地段）；
10kV 腾 龙 线 邹 区 灯 城

G110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
照明管理处、邹区发得灯具广场、
邹区灯具城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灯东线全线（停电范围：
诺佳教育科技、诚泰冷拉型钢厂、
邹区水务工程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10kV康庄线全线（停电范围：
光辉灯具市场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07:30-13:30停电：10kV
金雀线长沟路4号环网柜：前桥4
幢箱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前
桥新村部分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0:00-12:30停电：10kV
环城线山南工具厂261开关至林
苗场B1444开关（停电范围：蒋巷
里村部分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09月16日07:30-12:00停
电：10kV荡南线中吴大道#80环
网柜: 复兴童家村东配变116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复兴村等兰
陵等相关地段）；

10kV浦南线中吴大道#68环
网柜：茶山小徐家东配变115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茶山村等兰陵
等相关地段）；

09月17日06:30-11:30停
电：10kV谈家线杨家B1179开关
至谈家顾家塘428开关（停电范围：
深水江边污水处理、富德能源化工
发展、城市照明管理处等春江等相
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
汤工线高达保温防腐487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胜德港口储运、中顺
建设、广亚高新材料等薛家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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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18日07:00-09月19
日21:30停电：35kV新水线。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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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14日07:00-11:00停
电：10kV怡美一线鞍座宿舍配变；

07:00-12:00停电：10kV
锻焊线机械42幢配变、机械20幢
配变、机械5幢配变、机械9-1幢
配变、机械9-2幢配变；

09月15日07:30-10:30停
电：10kV清潭线广成路南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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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10:00停电：10kV
蓝天线武进土杂公司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
翠家线翠竹#20变01开关后段；

0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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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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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11:00停电：10kV
绥南线孟河杨树坝东配变；

10kV青城线小河村东配变；

09月17日05:30-18:00停
电：10kV广化线浦南#1变电所：
#1配变1010开关后段、#2配变
1020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
金家线许家巷10幢配变、康宁苑
西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
南荫线65号支线侧；

08:30-14:30停电：10kV
翠家线翠竹#21变01开关后段；

09月18日08:00-11:00
停电：10kV立新线勤业157幢配
变、勤业159幢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
韩中线奔牛何家方家配变；

12:00-16:00停电：10kV
金家线清潭60幢配变、清潭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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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