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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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26日08:00-16:30停电：10kV旺
贤线富源机械厂A1039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海港机械设备厂、丰和机床附件、科普特佳顺
机床附件等罗溪、汤庄等相关地段）；

09月27日07:00-15:30停电：10kV江
边线飞宇化工A1966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城
市照明管理处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顾村线全线（停电范围：英科环境
科技、城市照明管理处、永迈循环科技等春江
等相关地段）；

10kV龙江线全线（停电范围：洪珠化学
品、红太阳药业 、寅盛药业等春江等相关地
段）；

10kV龙三线全线（停电范围：力昊化学

发展、诺德化工新材料、扬瑞新材料等春江等
相关地段）；

09月28日23:00-09月29日01:30停
电：20kV锦珑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国宾花园
部分、美林湖花园部分、锦珑湾花园部分、无锡
九龙仓物业管理、中海宏洋物业管理等三井、
百丈、河海、龙虎等相关地段）；

20kV广电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常州广
播电视台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上院二线全线（停电范围：万达广
场部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恐龙二线全线（停电范围：波尔曼
旅游投资发展、迪诺水镇大剧场、迪诺水镇商
业管理等安家、百丈等相关地段）；

20kV福记线香树湾馨苑#1中间变电所：
福记线22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锦绣华府部
分、廊坊荣盛物业服务、商盛商业管理、荣万家
生活服务股份等三井、河海等相关地段）；

09月29日07:00-13:30停电：10kV东
岱线常金路#12环网柜：北港小陆家塘支1130
开关至发得B1242开关（停电范围：松涛苑部
分、申达经编、团宝商贸、港云投资管理等花园、
五星、北港、西林等相关地段）；

10kV白鹤线西林变至前钟村B1241开

关至丁香苑1号中间变电所：白鹤线1110开
关（停电范围：松涛苑部分、冠英小学、明德实
验中学、第五中学等怀德、花园、五星、北港、西
林等相关地段）；

09月30日06:30-13:30停电：10kV
和平线一中北路1号环网柜：升仙弄配116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升仙弄部分等天宁等相
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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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5:00停电：10kV群力线人民
新家园#2变电所：#2配变102开关后段（临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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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26日08:00-14:30停电：10kV
旺贤线汤庄旺贤桥配变；

09月27日07:30-14:30停电：10kV
汤新线87#杆至高能建材G1101开关；

10kV 港池二线葛家村支线 1 号杆
后段；

09月29日07:00-11:00停电：10kV
孟庄线勤业61幢配变、勤业83幢配变、勤
业88幢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梅村线邹区

泰村刘巷韩家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孟阳线孟河

猛将界埂南配变；
09月30日08:00-17:00停电：10kV

赣西线高氏飞宇支线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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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宁区茶山香蜀渔干锅店遗失32040200
0201910160014 号食品经营许可证，声明
作废。
△豆卢建遗失18090303号常州工学院学生
证，声明作废。
△何浩轩遗失Q320773363号出生医学证
明，声明作废。
△印沁遗失18050539 号常州工学院学生
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清潭实验小学工会委员会遗失
J3040006083304号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钟楼区南大街鱼之初餐饮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编号：32040400020171218003
2、320404000201712180033，声明作废。
△叶秀琴遗失02073474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叶秀琴遗失01661797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常州绿美天花木养护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叶新南遗失03970125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叶新南遗失03970126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叶新南遗失03970127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叶新南遗失05578654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常州市培根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合同章、财
务章、公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武进高新区过细粉丝商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编号：320483666202006290109、
320483666202006290114，声明作废。
△王留春遗失房建字第358号准建证，面积：
111平方米，声明作废。
△常州市音乐家协会遗失J3040017524702
号银行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季璇遗失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学位证
书，号码：1031542018001246，声明作废。
△王卫东遗失2006年2月9日签发的身份
证，号码：320422197212040554，声明作废。

关于常州市卫生监督协会的注销公告
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常州市卫生监督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320400083173766T）经理事会表决

通过，决定注销，并成立协会清算组。为保

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常州市卫生监督协会的债权

人可向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卫生监督协会

2020年9月21日

史旭东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溧阳支行职

工，溧阳市无偿献血服务志愿协会副
会长。

在得知自己是稀有血型后，史旭
东建立了溧阳稀有血型联系群，团队
成员170余人，多次向急需要用血的患
者伸出援手。他本人累计献血 13 次
2700ml，志愿服务时间1735小时。在他
的影响下，他的家人也加入了无偿献
血服务协会。他还成为一名红十字应
急救护讲师，经常义务科普急救知识。

曹玉保
武进区湖塘镇晓柳社区居民。
66岁的曹玉保一家人都在常打工，

收入微薄。老人通过手机了解到许多抗
疫一线的故事，深受感动。他毅然拿出
了1万元现金，将现金放在武进区鸣凰
派出所门卫，留了一张纸条便匆匆离开
了。2019年，老人左脚受伤做了手术，他
说：“要不是去年做手术花了不少积蓄，
这次我一定还会再多捐一点！”

崔国良
江苏省溧阳监狱医院内科住院医

师。
2019年12月11日，途径溧阳市孔

村的崔国良听到呼救声，循声跑去。见
有人落水，崔国良来不及脱去秋衣秋
裤，立即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施救，
无奈水太深，塘底地势复杂，崔国良深
潜了三次，苦苦寻找了 20 分钟之后还
是未能找到老人。110 和 120 陆续赶到
现场，在看到老人被打捞上岸后，崔国

良默默离开现场。

张奇敏
常州市公交集团汽车维修分公司礼

河维修车间料件保管员。
今年 5 月 31 日晚，张奇敏经过文成

桥时听到呼救声，立马循声跑去，只见一
名落水者漂浮在运河中央，由于溺水时
间较长，已神志不清。张奇敏毫不犹豫跳
入运河中，一把拽住体重足足比他重了
三四十斤的落水者，奋力游向河岸。救人
后，他悄悄离开现场，民警找到他时，他
正坐在路边擦拭脚上的伤口。

肖和平
常州市乔尔塑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乔尔塑料成立之初，肖和平就把诚

信作为立厂之本，2008 年原料价格上
涨，肖和平坚持履行合约不涨价，自行承
担了数十万元亏损，2009 年原料价格下
调、2014 年产学研合作降低了成本，他
又多次发出调价通知，主动给客户降价。
肖和平先后投资 1000 多万元，做到工业
废水零排放。只要职工有困难，肖和平都
积极想办法解决，每年从企业利润中拿
出一部分给企业周边村委补贴农民养老
保险金，多次参加各种社会捐助，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朱鼎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治

医师。
今年 5 月 20 日凌晨，市一院收治了

一名被水果刀刺伤腋动脉导致重度失血
性休克的患者，朱鼎第一时间协调多科
室联合抢救。为了保证伤口的血不再涌
出，在为伤者做穿刺造影时，朱鼎按压伤
口，暴露在X射线下近一个小时。长时间
的用力按压导致朱鼎的手臂麻木、止不
住发抖，但他咬牙坚持，为血管外科的抢
救赢得了机会和时间。成功止血后，朱鼎
再次接力上台，进行清创止血探查手术，
直至清晨。因为抢救及时，患者脱离了生
命危险。

田辉
常州市恬趣游乐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常州市常蓝救援队执行副队长。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消毒液稀缺，田

辉专门去了市交通局开了通行证，开车
去无锡拉了一车一吨重的微酸性次氯酸
水杀菌液回到常州，陆续为 13 个街道、
社区开展防疫消杀。为助力开学、提高消
杀的范围和效率，田辉又自行购买了弥
雾机，每天背着 40 多斤的弥雾机，为 34
个学校进行开学前的预防性消杀。田辉

还在学校、企业开展防疫安全知识讲座，
总服务时长200小时。

方沛琪
江苏天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1998 年 5 月，方沛琪接手武进市东

方建筑公司，逐步将一个濒临倒闭的企
业带入稳定发展的轨道。20 多年来，方
沛琪带领项目团队一次次解决建筑工艺
难题，获得多项国家荣誉。面对突发的新
冠疫情，方沛琪主动发动集团党员、员工
代表投身疫情防控，共筹集 165 余万元
的抗疫物资，并将物资输送到常州、上海
等地的45家单位。

王柏松
金坛体育类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

金坛茅山甩石锁传承人。
王柏松钟爱石锁运动 30 余年，2018

年，他成立金坛石锁运动协会，在他的苦
心经营下，协会已从成立时的 6 人发展
到 100 多人。为了传承和保护石锁民间
体育，王柏松收集大量资料，整理成册，
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主动与罗
村小学联系，积极组建学校石锁队，推动
非遗进校园活动。在村委与相关部门的
支持下，王柏松正致力于打造石锁非遗

传承基地。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环亚集团应急
项目青年突击队

环亚应急项目青年突击队的平均年
龄不到35岁，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刻，不讲
条件，冒着危险，逆行武汉，先后参与了
雷神山医院手术室、重症监护室（ICU）、
检验科三个核心区域的设计和施工。为
了节约时间，20名环亚青年吃在工地、睡
在工地，到项目交付最后几天，他们更是
24小时连轴转，用3.5天建成武汉雷神山
医院核心医技区域一期工程。

王旭东
常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科级干

部。
疫情期间，王旭东垫资 3 万余元购

买防疫物资，为 1890 人次民警职工家庭
代购常用物资，开展车辆消杀 1480 余
辆，义务理发169人次，先后对码头37个
企业和人员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有
效阻止的境外疫情防输入工作。2019 年
以来，王旭东还发动成立“爱心基金”，持
续资助5名特困生。

张为众
天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信访工作人员。

张为众扎根基层 26 年。16 年前，当
时正在执行局工作的张为众办理一桩借
贷纠纷执行案件时发现，被执行人除了
每月 600 多元退休金外，无其他财产可
供执行。为减少强制执行对其生活的影
响，张为众多次与双方当事人沟通，最终
达成一致意见，由张为众法官代为保管
被执行人工资卡，每月由他到银行代其
将 500 元执行款转至对方账户上，余款
交给被执行人。这一“代”就是16年。

陈黎敏
退休职工。
1990 年 5 月，陈黎敏生下女儿，不料

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并因先天性低血钙
症而得了脆骨病，终生需照料。丈夫因为
不堪重负与其离婚。为了全身心照顾孩
子，陈黎敏辞掉工作，靠低保和亲朋好友
的接济维持生活。女儿无法上学，陈黎敏
就在家中教孩子读书认字。30年来，每当
女儿挣扎于生死边缘的时候，陈黎敏强忍
着泪水用爱唤醒孩子，延续她的生命。

马先群
新北区西夏墅镇梅林村刘家村村

民。
2010年7月，马先群83岁的婆婆突发

脑溢血，经急救治疗回家后，马先群把经
营的理发店暂时交给他人打理，在家专心
照顾婆婆。在马先群精心照顾下，婆婆渐
渐恢复知觉。由于理发店离家比较近，一
得闲，马先群就会回家照顾婆婆，帮婆婆
按摩、喂饭，婆婆大小便失禁，屎尿经常弄
在床上，马先群从没有半点怨言。

唐文竹 文明

2020年7月、8月“常州好人”揭晓

本报讯 今年下半年以来，我市
淡水产品价格持续高位。从 8 月底开
始，部分淡水鱼批发价格波动向下。
据市价格监测中心 9 月 17 日公布的
监测数据显示：本周淡水产品批发价
格、零售价格整体继续向下，但预计双
节期间有一定反弹。

来自凌家塘批发市场的消息显
示，当前市场淡水鱼供应量较夏季高
温期明显回升，上周市场“四大家鱼”
价格均呈跌势。从8月底开始，草鱼、
鳊鱼价格开始缓慢下降，上周跌幅最
为明显。目前凌家塘市场草鱼批发均
价为 5.5 元（均价为每 500 克价格，下
同），周环比下降了 18%，已回复到去
年同期水平。受其影响，当前大鲫鱼
价格高位平稳，但150克-250克的小
鲫鱼，批发均价为 10.5 元，周环比下
降了 8.7%，但同比涨幅仍在 60%以
上。前期供应偏紧的青虾，上市量也
随着气温下降有所上升。监测当日，
凌家塘市场 3 公分以上淡水青虾批发
平均价55元，周环比下降21%。

据市区 14 家农贸市场零售均价显
示，从8月下旬开始，部分淡水产品价格
振荡下行，9 月以来，跌势持续。当日，
鳊鱼零售均价为 8.77 元、花鲢 8.32 元、
草鱼 8.09 元、鲫鱼 13.32 元，比上周和上
月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市场上3厘米
长河虾零售均价为 80.56 元，比月初降
15.2%，比上月下降23.14%。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江西、湖南以及
我省下半年新鱼陆续出塘，淡水产品供
应量开始增加，批发市场经营户进货渠
道增加，价格应声回落。同时，随着高温
天结束，淡水产品运输、经营成本下降；
部分养殖户担心后市淡水鱼价格继续下
行，卖鱼积极性较高，市场供应扩大。

不过，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
市场对淡水产品需求有所增加，预计淡
水产品在节日期间价格有一定反弹。

（发改轩 殷益峰）

淡水产品批零价格继续回落

江苏华怡明都酒店管理公司每年开展技能大赛，促进员工掌握业务知识和专
业技能，强化酒店服务意识、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全面提升员工的素养和酒店的
服务质量。18 日举行的中餐服务、客房服务和宴会主持人比赛中，有 15 家连锁酒
店的41位选手参与。 刘为民 黄智平图文报道

发改发改··价格通价格通

（上接 A1 版）结合贯彻落实“三个走
在前列、一个积极探索”，扎实推进

“135”发展战略，围绕精准明确城市
及板块定位、打造先进制造产业集
群、释放科技创新潜力、打造长三角
中轴枢纽、保障和改进民生、优化营
商环境等一系列事关常州发展的重
大战略、重大思路、重大举措，进行前
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
整体性推进。

作风优良是党的战斗力生成的基
础。我们要通过深入持久的学习，锤
炼担当作为的实干作风，激发各级干
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我们要以敢干
的狠劲，盯紧新目标、新任务，在关键
问题上寻求突破，在短板弱项上善于
破局，敢于争第一、勇于创唯一；要以

会干的巧劲，将思想认识的高人一筹转
化为未来发展的先人一步，创造性用好
政策，乘势而上开创新局；要以苦干的韧
劲，一锤子接着一锤子夯、一颗钉子接着
一颗钉子钉，以“120%”的努力做到干则
一流、出则精品。

步入“十四五”，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两个大局”历史性交汇，我们要坚
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不断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中汲取政治力量、思想力量、实
践力量，只争朝夕、奋发有为，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奋力推动“十
四五”时期常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

新思想指引新实践 新作为开启新征程

（上接A1版）
二是通过优化门诊慢性病待遇，

强化“慢病”管理。此次市级统筹将各
地区原实行的门诊慢性病病种（特定
病除外）全部纳入门诊慢性病待遇，统
一为 14 类，具体包含：高血压（Ⅱ、Ⅲ
期）、糖尿病、脑卒中合并器官功能障
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风湿
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类风湿性关
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

克罗恩病、慢性肝炎（中、重度）、慢性
肾炎（中、重度）、帕金森氏综合症、恶
性肿瘤。同时，将超过门诊慢性病支
付限额的医疗费用纳入普通门诊统筹
保障范围。

三是通过优化特定病待遇，突
出“ 重 病 ”保 障 。 除 普 通 门 诊 统 筹

和门诊慢性病待遇外，将部分治疗周
期长、健康损害大、经济负担重的特
定 病 医 疗 费 用 纳 入 医 保 基 金 支 付 范
围，并参照住院待遇进行管理。具体
调整措施为：将市本级、武进区原门
诊大病、特药补助等项目纳入特定病
待遇，将溧阳市、金坛区属于特定病

范 围 的 原 门 诊 慢 性 病 以 及 特 药 补 助
等项目纳入特定病待遇，即对特定病
患 者 门 诊 发 生 的 符 合 规 定 的 尿 毒 症
血液、腹膜透析治疗费和抗贫血治疗
药费，器官移植后的抗排斥药费和环
孢素浓度测定费，恶性肿瘤放、化疗
费，血友病药费，再生障碍性贫血药
费，重症精神病以及癫痫伴发精神障
碍药费给予保障。

（医保宣 韩晖）

我市加快形成“普惠+特惠”门诊保障机制

（上接A1版）
在城区范围内，溧阳市结合网格

化管理，建立了“网格化+楼长制”工
作模式，组织市镇两级机关企事业单
位 4035 人参与“楼长制”工作，为市
区、镇区所有 4071 栋楼宇安排楼长
3087名。所有楼长下沉到社区，服从
社区统一调度安排，开展调查摸排、宣
传引导、疫控监督、为民服务等工作。
所有楼长实行签到制度，坚守在小区
抗疫第一线，有效减轻了社区干部负
担，增强了疫情防控实效。

社区是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最基
本的单元。在疫情防空中，良好的社区
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得益于我市多
年来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有效
提升文明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水平。

同时，我市连续十余年开展社区
邻里节活动，增进人际互信，强信心、
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让“陌邻”成
为“睦邻”。

此外，我市还广泛发动，制定并展
示推广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引导全市
各地加强和完善文明城市建设，促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落地生根。

优化生活习惯提升文明内涵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防

控之弦不能放松。
今年3月起，我市贯彻中央文件精

神，下发《关于有针对性加强精神文明
教育，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充
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密切联系群
众的独特优势，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
爱国卫生运动。通过大力宣传防控知
识和健康教育内容、集中检查农贸市
场、整治社区农村、清理卫生死角、开展
病媒生物消杀等方式，提升了卫生环

境，也改变了市民的生活习惯。外升城市
“颜值”，内塑城市“气质”，爱国卫生运动
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文明新内涵。

8 月，我市发布《常州市文明餐桌公
约》和《常州市“公筷公勺”倡议书》，号召
全社会使用公筷公勺，共建文明餐桌，共
享健康生活。

其中，为推进“公筷公勺”行动，全市
以餐饮门店、单位食堂、家庭餐桌为重
点，开展“公筷公勺”倡导行动，积极推广
使用公筷公勺和分餐制。餐饮企业、单
位食堂主动提供并提醒使用公筷公勺；
倡导每个家庭都配备公筷公勺，做到“一
菜一筷，一汤一勺”，每位市民带头使用
公筷公勺，提醒使用公筷公勺，主动索要
公筷公勺，让使用公筷公勺就餐成为一
种行为习惯。

文明，在点滴日常中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唐文竹

疫情下的文明“大考”

（上接A1版）定位为时尚现代、富有生
活情趣的科技型创业社区。

西太湖国际社区作为营商环境的
重要组成，面向常州约5100名外籍人
士，将成为常州对外服务窗口、国际化
形象展示中心和国际创业基地。项目
于上半年启动洽谈，目前进行功能布

局装修设计，预计年底前投用。
今年以来，西太湖坚定“以创新创业

者为中心，以奋斗担当者为根本”发展理
念，积极培育一流的产业生态、人才生态
和政务生态。园区专门成立专班工作督
查督导小组，常态化跟踪落实和督查。

（马浩剑 诸丽琴）

声明作废
8660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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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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26日08:00-16:30停电：10kV旺
贤线富源机械厂A1039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海港机械设备厂、丰和机床附件、科普特佳顺
机床附件等罗溪、汤庄等相关地段）；

09月27日07:00-15:30停电：10kV江
边线飞宇化工A1966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城
市照明管理处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顾村线全线（停电范围：英科环境
科技、城市照明管理处、永迈循环科技等春江
等相关地段）；

10kV龙江线全线（停电范围：洪珠化学
品、红太阳药业 、寅盛药业等春江等相关地
段）；

10kV龙三线全线（停电范围：力昊化学

发展、诺德化工新材料、扬瑞新材料等春江等
相关地段）；

09月28日23:00-09月29日01:30停
电：20kV锦珑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国宾花园
部分、美林湖花园部分、锦珑湾花园部分、无锡
九龙仓物业管理、中海宏洋物业管理等三井、
百丈、河海、龙虎等相关地段）；

20kV广电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常州广
播电视台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上院二线全线（停电范围：万达广
场部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恐龙二线全线（停电范围：波尔曼
旅游投资发展、迪诺水镇大剧场、迪诺水镇商
业管理等安家、百丈等相关地段）；

20kV福记线香树湾馨苑#1中间变电所：
福记线22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锦绣华府部
分、廊坊荣盛物业服务、商盛商业管理、荣万家
生活服务股份等三井、河海等相关地段）；

09月29日07:00-13:30停电：10kV东
岱线常金路#12环网柜：北港小陆家塘支1130
开关至发得B1242开关（停电范围：松涛苑部
分、申达经编、团宝商贸、港云投资管理等花园、
五星、北港、西林等相关地段）；

10kV白鹤线西林变至前钟村B1241开

关至丁香苑1号中间变电所：白鹤线1110开
关（停电范围：松涛苑部分、冠英小学、明德实
验中学、第五中学等怀德、花园、五星、北港、西
林等相关地段）；

09月30日06:30-13:30停电：10kV
和平线一中北路1号环网柜：升仙弄配116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升仙弄部分等天宁等相
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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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5:00停电：10kV群力线人民
新家园#2变电所：#2配变102开关后段（临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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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26日08:00-14:30停电：10kV
旺贤线汤庄旺贤桥配变；

09月27日07:30-14:30停电：10kV
汤新线87#杆至高能建材G1101开关；

10kV 港池二线葛家村支线 1 号杆
后段；

09月29日07:00-11:00停电：10kV
孟庄线勤业61幢配变、勤业83幢配变、勤
业88幢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梅村线邹区

泰村刘巷韩家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孟阳线孟河

猛将界埂南配变；
09月30日08:00-17:00停电：10kV

赣西线高氏飞宇支线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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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宁区茶山香蜀渔干锅店遗失32040200
0201910160014 号食品经营许可证，声明
作废。
△豆卢建遗失18090303号常州工学院学生
证，声明作废。
△何浩轩遗失Q320773363号出生医学证
明，声明作废。
△印沁遗失18050539 号常州工学院学生
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清潭实验小学工会委员会遗失
J3040006083304号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钟楼区南大街鱼之初餐饮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编号：32040400020171218003
2、320404000201712180033，声明作废。
△叶秀琴遗失02073474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叶秀琴遗失01661797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常州绿美天花木养护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叶新南遗失03970125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叶新南遗失03970126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叶新南遗失03970127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叶新南遗失05578654号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声明作废。
△常州市培根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合同章、财
务章、公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武进高新区过细粉丝商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编号：320483666202006290109、
320483666202006290114，声明作废。
△王留春遗失房建字第358号准建证，面积：
111平方米，声明作废。
△常州市音乐家协会遗失J3040017524702
号银行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季璇遗失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学位证
书，号码：1031542018001246，声明作废。
△王卫东遗失2006年2月9日签发的身份
证，号码：320422197212040554，声明作废。

关于常州市卫生监督协会的注销公告
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常州市卫生监督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320400083173766T）经理事会表决

通过，决定注销，并成立协会清算组。为保

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常州市卫生监督协会的债权

人可向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卫生监督协会

2020年9月21日

（上接A1版）今年 7 月以来，市纪
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
局共同组织“常州市廉洁文化
月”活动，围绕四大主题，推出廉
洁文化书画摄影展、原创越剧

《半山亭传奇》演出等 200 余项
活动，为常州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
在此期间还启动了“龙城清韵”
号廉洁文化主题地铁专列，通过
一个个自成特色、主题鲜明的活
动，进一步筑牢全市党员干部

“不想腐”的思想堤坝，提升全社
会的廉洁意识。

（张锋 皇甫冰 刘懿）

我市举办
“廉洁文化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