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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39-4

注：原定0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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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18日 07:00-18:30停电：
35kV新水线停电撤销；

原定09月 18日 08:00-12:00停电：
10kV韩中线奔牛何家方家配变，停电日期变
更为09月23日；

原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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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停电时间变更为09月18日11:00-14:00
停电；

原定09月18日07:00-09月19日21:30
停电：35kV新水线，停电时间更改为09月18
日07:00-18:30停电：35kV新水线；请以上
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9月19日07:00-14:00停电：35kV卜
弋线；

07:30-12:30停电：35kV卜煤线；
09月21日07:00-09月27日19:30停

电：110kV和铁线；
09月21日07:00-18:30停电：35kV三

水线；
06:30-12:00停电：10kV湾城线全线（停

电范围：常州制药厂、天宁雕庄街道办事处、天
宁雕庄街道团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等雕庄等
相关地段）；

07:30-15:30停电：10kV四药一线中吴
大道123号环网柜：中吴大道#21柜1110开
关前段（停电范围：嘉博染织、双燕染织、港华
新能源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10kV圩墩线中吴大道#109环网柜：圩墩
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第四制药厂等雕
庄、朝阳等相关地段）；

09月22日06:30-14:00停电：10kV九
西线殷管村A1629开关至贺家A1219开关（停
电范围：武进九里小学、裕成富通电机、尚杰机
械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奔镇线宏峰楼B1274开关至小猪
巷B1275开关（停电范围：王凤、武进联创房
地产开发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九北线全线（停电范围：乐恒自动
化设备、鹏锦机械、晟鑫工具等奔牛等相关地
段）；

10kV九南线全线（停电范围：焕顺机械、
润源家庭农场、阳光药业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奔阳线全线（停电范围：中再钢铁
炉料、润丰源纺机制造、福莱达机械制造等奔
牛等相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公园线同安变

至吊桥路#3环网柜：吊桥路#2柜1110开关至
东下塘#3环网柜：吊桥路#2柜1110开关（停
电范围：吴家场东部分、荆溪人家部分、吊桥路
部分、常供电力设计院、广化小学校、常州公安
局等南大街、天宁等相关地段）；

07:30-16:30停电：10kV双塔一线泰山
路#1环网柜：双塔一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
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新园市政绿化等三井
等相关地段）；

10kV双塔二线泰山路#2环网柜：双塔二
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新区鑫西电子设
备厂、百通装饰材料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9月23日07:00-13:00停电：10kV金
汇线全线（停电范围：凯祺电器、天翊胜发贸易、
万杰仪器仪表等三井、百丈、薛家等相关地段）；

09月24日07:00-13:30停电：10kV青
城线红梅乳业B1938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通
江村委会、观里村委会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09月25日06:00-14:30停电：10kV
双马线百德林C107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宣
胜金属科技、澄溪市政建设、旭尔发焊业等郑
陆等相关地段）；

10kV泥河线全线（停电范围：双马医疗
器材、巨蟹环保科技、华伟医疗用品等郑陆等
相关地段）；

06:00-15:30停电：10kV薛汤线芮庄

西站97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联丰镜面辊制
造、冠军铁业制造、金钥匙机械等薛家、罗溪等
相关地段）；

10kV包家线奥林A1931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亚伟铸造厂、霓达精密传动、公牛泵业等
薛家、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吕南线全线（停电范围：宏肯企业、
铸越机械、福兰特轴承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6:30-11:30停电：10kV云东线美嘉服
饰A159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常飞厂宿舍部
分、富都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溢豪吉祥汽车服
务、云田家具等花园、五星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燕兴二线
黄河东路#3环网柜：黄河东路#1箱114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燕兴社区等河海等相
关地段）；

08:00-12:00停电：10kV西姚线卫翔
机械C117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耐搏草坪、
卫翔机械、悦耀电气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9月18日11:00-14:00停电：10kV立

新线勤业157幢配变、勤业159幢配变；
12:00-16:00停电：10kV金家线清潭60

幢配变、清潭56幢配变；
09月21日07:30-13:00停电：10kV西

仓线常春弄配变、西郊路配变；

10kV勤业线水机厂配变；
10kv怀北线虹桥配变；
10kV龙城线新市街东配变；
10kV璞丽一线留芳路配变、锁桥配变；
10kV文在线文在桥配变、荷花池48号

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罗溪线拆搭正

成支线16#杆后段；
09月23日06:00-18:30停电：10kV乾

盛二线浦南#4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
#2配变102开关后段；

07:00-12:00停电：10kV锻焊线机械83
幢配变、机械136幢配变、机械132幢配变、机
械106幢配变；

07:30-13:00停电：10kV白荡线刘家村
配变、蔬菜站配变、广成16幢配变；

08:00-11:00停电：10kV新沟线郑陆中
绛村南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韩中线奔牛何
家方家配变；

09月24日07:00-13:00停电：10kV香
江一线花园中学配变、花园37幢配变、花园30
幢配变、花园41幢配变、花园40幢配变、花园
20幢配变、花园17幢配变、花园15幢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金家线清潭48
幢配变、清潭44幢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宋塘线#102杆
苏家头支线侧；

09月25日07:00-11:00停电：10kV锻
焊线机械118幢配变、机械34幢配变、机械99
幢配变；

12:00-16:00停电：10kV金家线清潭
50幢配变、清潭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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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志明遗失 050861 号警官证，声明
作废。
△ 钟 楼 五 星 建 庆 生 鲜 店 遗 失
JY23204040069367号食品经营许可证，
声明作废。
△周超遗失19010239号常州工学院学生
证，声明作废。
△孙超遗失18020519号常州工学院学生
证，声明作废。
△曾琳奥遗失19051301号常州工学院学

生证，声明作废。
△岳文涛遗失18090435号常州工学院学
生证，声明作废。
△ 金 月 娇 遗 失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1029342009001033号学位证，声明作废。
△ 金 月 娇 遗 失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102931200905001033 号 毕 业 证 ，声 明
作废。
△常州虹德纺织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使用。
△ 武 进 高 新 区 过 细 粉 丝 商 店 遗 失
JY13204120297508号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320412000202006290009、

320412000202006290010，声明作废。
△常州市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3204210062427声明作废，寻回
后不再使用。
△金坛区东城高高珺的茶叶经营部遗失
JY13204820073748号食品经营许可证，
声明作废。
△陈郑丽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书，编号000015320000802020
19033733，声明作废。
△周栋梁遗失军人残疾证，证号：苏军
D054541，声明作废。
△徐梓惠遗失O320691487号医学出生证
明，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86603740

公 告
我局在办理丹阳市统

资联股权基金企业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请在常州市
钟楼区迎宾秀园门店、西新
桥门店购买统资联原始股
股权且尚未报案的受害人
及时至永红派出所报案。

特此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
2020年9月17日

通 知
市分行各部室、直营机构、业务中心：

根据《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及我行规章

制度规定，因荆俊严重违反相关规章制度，

经慎重研究决定，解除与荆俊同志订立的劳

动合同。该同志在外一切活动与本行无关。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人力资源部

2020年9月17日

注销公告
常州通和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MA1N24YG96）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视为放弃债权。

清算组负责人：王洁
联系电话：15161193999
特此公告。

常州通和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不断加
强和完善，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把团结好、引导好民营经济人士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民
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
方针政策，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和
党委统战部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工商
联要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把民营经济人
士团结在党的周围，更好推动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努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 16 日
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
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统战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做
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重要意
义，坚持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
方针，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完整准确理解

“两个毫不动摇”，坚定制度自信，把他们
更好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民族复兴
凝心聚力。

汪洋指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点多
面广线长，各级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各司其职、群策群
力。要调动民营经济人士加强自我学
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深刻认识个人

的成功既源于自身努力，更得益于伟大
的时代、伟大的事业、伟大的党，增进对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要引导
民营经济人士树立家国情怀，以产业报
国、实业强国为己任，弘扬企业家精神
和工匠精神，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和精准
扶贫，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
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要抓好民营经济
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以提升素质、优化
结构、发挥作用为目标，改进综合评价
工作，重视年轻一代培养。要及时掌握
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和诉求，齐心协力把
党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落到实处，帮助企业正确认识和克服眼
前困难，增强发展信心。要按照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的要求，健全政企沟通协商
制度，完善民营企业权益维护机制，激
励干部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做到“亲”
而有度、“清”而有为。要发挥好工商联

和商会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中国特
色商会组织。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
部长尤权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表示，各
级统战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抓好贯彻落实，提高政治站位，聚焦
重点任务，加强统筹协调，努力开创新时
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新局面。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浙江
省委统战部、广东省委统战部负责同志，
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作交流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云龙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
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
统战部、工商联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
会议。

汪洋出席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并讲话

习近平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更好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菅义伟，祝贺
他当选日本首相。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日互
为友好近邻，同是亚洲和世界上重要
国家，发展长期稳定、友好合作的中日
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
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双
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

项原则和四点原则共识精神，积极推动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
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表示中方愿同日
方一道，加强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务
实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更
大发展。

李克强向菅义伟致贺电

习近平致电祝贺
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
者高敬）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
16 日说，要以“十四五”规划编制为
契机，优化顶层设计，将保护臭氧层
工作纳入各地各部门“十四五”规划
之中，进一步形成分工明确、协调合
作、上下贯通的工作机制和覆盖各
领域、全链条的履约治理体系。

9 月 16 日是第 26 个国际保护
臭氧层日。今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的主题是“守护生命的臭氧：臭氧层
保护35周年”，以纪念《保护臭氧层
维也纳公约》缔结35周年。

在当天举行的国际保护臭氧层
日纪念大会上，赵英民表示，35 年
来，在各缔约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
努力下，全世界成功淘汰了超过

99％的消耗臭氧层物质。预计到本
世纪末将至少避免一亿例皮肤癌和数
百万例白内障，实现巨大的环境效益
和健康效益。

他介绍，30多年来，中国认真履行
公约和议定书有关要求，建立国家保护
臭氧层领导小组，建成国家牵头，省市
县三级联动的履约管理机制；颁布和实
施《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等 100
多项法规和管理政策；累计淘汰消耗臭
氧层物质超过28万吨，为臭氧层保护
和温室气体减排作出了积极贡献。

赵英民表示，下一步，中国在履行公
约和保护臭氧层方面将继续作出积极努
力。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包括公约在内
的生态环境领域全球合作。同时，严格
落实履约各项任务，确保实现履约目标。

生态环境部：

将保护臭氧层工作
纳入各地“十四五”规划

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因地制宜鼓励群众种植板栗，大力发展板栗产业，通过“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扩大板栗种植规模；通过吸纳村民务工就业和入股分红等方式，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目前，全县板栗种植面积
达26.2万亩，共有18000户农户参与，其中包括4500户贫困户，板栗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脱贫增收的主导产业。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新德里 9 月 16 日电（记者
赵旭） 印度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16 日突
破 500 万例，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累
计确诊病例超过500万例的国家。

印度卫生部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过去一天印度新增确诊病例 90123 例，
累计确诊病例 5020359 例；新增死亡病
例1290例，创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新
高，累计死亡病例82066例。

据《印度时报》统计，疫情暴发至今，
印度每新增百万病例所用时间不断缩
短，达到首个百万病例历时167天，之后
每增加100万例病例分别历时21天、16
天、13天和11天。

当前印度疫情仍在加速蔓延的一个迹
象是每日新增病例数连创新高。9月11日
印度单日新增病例达97570例，为目前全
球所有国家的最高纪录。《印度斯坦时报》
16日报道说，过去一周印度平均日增病例
93334例，比上月同期上涨了50.7％。

印度：

累计确诊病例
突破500万例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胡
喆）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科技界存在
的学术不端问题令人堪忧，相关违规
行为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
息。近期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
对学术论文造假、违规使用科研项目
资金等案件进行调查，严肃处理了相
关责任者。16 日，科技部发布《关于
论文造假等违规案件查处结果的通
报》。

通报介绍了“中国医科大学肿瘤
医院张睿购买论文问题、中国医科大
学肿瘤医院于韬购买论文问题、青岛
大学附属医院张坚购买论文问题、福
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蔡丽生购
买论文问题、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

医院王贞购买论文问题、山东大学王秀
丽购买论文问题、南京理工大学陆伟购
买论文问题、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孙
明飞违反论文署名规范问题、北京华油
冠昌环保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套取财
政科研资金问题”等九起论文造假违规
有关案件查处结果。

通报指出，上述案件涉及的论文买
卖、代写代投第三方相关线索，科技部将
按规定移送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

科技部此次通报的内容显示，案件
查办过程中，相关高校认真履行主体责
任，对涉及本单位人员的问题严肃调查
处理，不回避、不包庇，对此应予肯定。
上述案件也反映出，有的项目承担单位
在项目和经费管理上不履责甚至弄虚作

假、乱作为，少数科研人员学风浮躁、学
术失范、诚信失守。这些问题严重破坏
了科研管理秩序，严重损害了科技创新
良好生态，对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和
科技界整体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必须
坚决制止、严肃惩处。

通报强调，科技部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要求，将会同各地
方和相关部门持之以恒抓好科研作风学
风建设，强化监督检查，加大惩处力度，
对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
息。

目前，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正在对
网络披露的涉嫌造假论文及网络举报的
其他科研诚信案件开展调查，结果将陆
续公布。

科技部：

通报九起论文造假等
违规案件查处结果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
者刘红霞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新
闻发言人孟玮16日说，近期各方对
蔬菜价格上涨关注较多，部分地区出
现蔬菜供应阶段性偏紧，随着秋季蔬
菜陆续上市，市场供应有望在较短时
间内恢复，鲜菜价格将随之回落。

孟玮说，从 8 月份数据看，蔬菜
价格环比上涨6.4％，主要是受强降
雨、洪涝等不利天气影响，加之夏秋交
替、蔬菜换茬，部分地区出现供应阶段
性偏紧，一定程度推高了价格涨幅。

“但是蔬菜的生长周期比较短，后
期随着极端天气减少，秋季蔬菜陆续
上市，市场供应有望在较短时间内恢
复，鲜菜价格将随之回落。”她说。

孟玮表示，当前物价水平总体处
于合理区间。CPI 同比涨幅已连续四
个月在3％以下运行，8月份涨幅为近
17 个月以来最小值。“从后期来看，我
国物价平稳运行的基础依然坚实，随
着生猪生产逐步恢复以及翘尾因素明
显收窄，预计 CPI 同比涨幅将继续趋
稳。”

国家发改委：

鲜菜价格有望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