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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45-4

注：原定11月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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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后段停电撤销；

原定11月 02日 07:00-08:00停电：
10kV西仓线皮革厂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11月 03日 07:00-08:00停电：
10kV璞丽二线西仓桥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11月 03日 08:00-09:00停电：
10kV璞丽一线卧龙湾配变停电撤销；请以
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10月30日07:20-13:00停电：10kV
君德线杨元邱家467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京澳电器科技、民生环保科技、春城铜铝制
品等魏村、春江、安家等相关地段）；

20kV滨新线全线（停电范围：春杨电
器、新区海盟塑业、华日新材等薛家、春江等
相关地段）；

11月01日07:30-15:30停电：10kV
千果一线南大街中间变电所：长安大厦支
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公安局、城市照
明管理处、投资集团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23:00-24:00停电：20kV九洲三线全
线（停电范围：香树湾馨苑部分、九洲花园部
分、深水城北污水处理等安家、河海、三井、
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20kV恐龙一线全线（停电范围：迪诺水
镇商业管理、恐龙园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波尔
曼旅游投资发展等安家、百丈等相关地段）；

20kV浦江线全线（停电范围：国宾花
园部分、大茂伟瑞柯车灯、新北区河海幼儿
园等春江、三井、河海等相关地段）；

20kV上院一线全线（停电范围：万达
广场部分、樾府花园部分、时代上院部分、天
誉城市花园部分等安家、三井、河海、百丈等
相关地段）；

20kV祥龙一线全线（停电范围：美林

湖花园部分、馨河郦舍部分、锦珑湾花园部
分、祥龙苑部分等河海、三井、龙虎塘等相关
地段）；

20kV月星一线全线（停电范围：沃尔玛
商业零售山姆会员店、江南环球港商业中心、
江南环球港邮轮酒店等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11月02日07:30-14:00停电：10kV
凯纳线飞龙路43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机
械新村部分、芦墅星苑部分、西新桥三村部
分等五星、南大街、荷花池等相关地段）；

11月03日07:30-16:30停电：10kV
蔡歧线星驰支线32号杆恒源铸造支线侧
（停电范围：森腾塑业、圣曼干燥设备工程、
双金管业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1月04日06:00-19:00停电：35kV
新广线；

07:30-13:30停电：10kV裕泰线内街
5297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钟楼区邹区镇人民
政府、中国电信股份等邹区、卜弋等相关地段）；

11月06日07:30-13:30停电：10kV
庄基线鑫福苑2号中02开关前段（停电范
围：湖港物业服务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10月30日08:00-09:30停电：10kV

官保线高成城中基建配变；
08:30-12:30停电：10kV圩塘线前圩

周家配变；
11月02日07:30-12:30停电：10kV

武展线新堂花园支线2号杆跌落式上引线
后段（临检）；

07:30-14:30停电：10kV西珠线十四
大队配变；

11月03日08:00-12:00停电：10kV
世茂一线香槟湖#6组合式箱式变：0.4kVⅠ
段401开关后段；

08:30-12:30停电：10kV新福线新闸
庆丰白兔配变；

11月04日07:30-14:30停电：10kV

刘村线牛腿山支线9号杆诚信干燥支线、王
家支线；

08:00-17:00停电：10kV连江124线
69号杆石家支线侧后段；

11月05日07:30-13:30停电：10kV
金水一线同安花苑变电所：0.4kVⅠ段401
开关后段、0.4kVⅡ段402开关后段；

08:00-14:00停电：10kV朝南线前后
洑配变、丽华52幢配变、群力村委配变、丽
华61幢配变；

10kV盛业线百丈徐墅街北配变；
08:30-13:30停电：10kV徐东线郑陆

大徐家头东配变；
10kV常青线郑陆武城郎头配变；
11月06日08:00-11:00停电：10kV

巢湖线江南春晓#2变-1 配变 101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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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社会事

业服务站拟向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
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年10月29日起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社会事业服务站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经济发

展服务站拟向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
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年10月29日起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经济发展服务站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建设管理服务站（常州市新

北区龙虎塘街道水利管理服务站）拟向常州国家高新区
（新北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0月29日起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建设管理服务站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水利管理服务站）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拟向常州国家高
新区（新北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0年10月29日起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注销公告
常州市道轩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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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道轩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注销公告
常州市道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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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道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徐春梅遗失32042219560801050443

号残疾证，声明作废。

△欧阳冬芳遗失苏军D013026号残疾军

人证，声明作废。

△张红梅遗失32042219441027332043

号残疾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大华锁厂有限公司遗失白蚁防

制合同，合同编号：20180124，声明作废。

△天宁区茶山双优炒货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正本编号：3204020002

01701060051；副本编号：32040200020

1701060052，许可证编号：JY13204020

045867，声明作废。

△天宁区青龙晋宇五金经营部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32108319750606

793001，声明作废。

△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苏交运管常

01398905，声明作废。

△江苏梦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苏

DFT829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

320412422743，声明作废。

△江苏梦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苏

DJL570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

320412422742，声明作废。

△江苏梦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苏

DFK778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

32041242269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本单位理事会研究决定，经请示业务主管
部门，同意注销“常州市孟河镇教育培训中心”
（备案号：常教民备[2010]03号），请与我单位有
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前来申报处理，联系人：张美芬，联系电话：
18014338136。否则视为自动放弃。特此公告。

单位名称：常州市孟河镇教育培训中心
2020年10月28日

10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就《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稿首次写入人民币数字形式，并明确提
高金融违法成本，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

修改原因：反映新变
化，适应新需求

今年 6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
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0 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其中包括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
并要求“由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研和起
草工作，视情安排审议”。

一方面，征求意见稿反映了金融业
的一些最新变化。例如现行法中，央行
贷款对象仅有“商业银行”一类，而征求
意见稿将对象进一步拓宽至“商业银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政策性
银行、开发性银行”。

业内人士表示，这在实践中已是既
定事实。征求意见稿从法律层面拓宽了
贷款的对象范围，确保了央行货币政策
工具使用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征求意见稿与时俱进地

加入了人民币数字形式、金融
科技管理、征信市场和信用评
级市场管理、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等新内容，适应新需求。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
淼认为，在当前国内国际经济
金融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对中国人民银行法进行修改，
能够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
护金融稳定创造更好的法律环
境，有助于推动金融业更好服
务实体经济，助力守好老百姓
的“钱袋子”。

涉及热点：人民
币数字形式、大幅提
高金融违法成本等

与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相
比，征求意见稿做了不少修改
与扩充，其中不乏公众关注的
热点问题。

——写入人民币数字形
式，为发行数字人民币提供法
律依据。

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加

快步入公众视野。征求意见稿
第十九条加入“人民币包括实
物形式和数字形式”这一条文，
同时也明确了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制作、发售代币票券和数
字代币，并规定了相关惩戒机
制。

“过去人民币包括纸钞和
硬币，征求意见稿将其扩展到
数字形式，将为数字人民币发
行提供法律依据。”董希淼表
示，同时，针对数字代币等问
题，明确了管理的法律依据。

——违法成本大幅提高，
最高可处以违法所得 10 倍以
下或20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 1995 年通过，到 2003
年修改，再到近日公布的征求意
见稿，中国人民银行法对金融违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逐步加大。

1995 年通过的中国人民
银行法将罚款上限设置为 20
万元，对应的违法行为是“印
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
币在市场上流通”。

2003 年银行法修改后将

罚款上限提高至 250 万元，对违法
所得5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而本次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这
一上限提升至2000万元，规定对情
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可以加重处罚。

此外，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副主任曾刚表示，征求意见稿从法
律层面上继续保障了央行货币发行
的独立性，为维持正常货币政策空
间创造了法律制度基础。

重要信号：引导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强化
防范金融风险

征求意见稿在第一条加入了
“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引导金
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定
位。

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更好地进行金融宏观调控，服务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征求意见稿还
从全局出发，明确了人民银行制定
和执行宏观审慎政策的职责定位，
提升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监管的有

效性。
同时，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

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
调控框架。以加强逆周期调节和穿
透式监管为重点，健全金融机构逆
周期资本缓冲、风险准备金、压力测
试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

董希淼表示，强化人民银行在
宏观审慎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等方
面的职责，将有助于完善相关制度
建设，细化法律保障，有助于维护金
融稳定、保护老百姓“钱袋子”。

此外，征求意见稿完善了货币
政策工具箱，体现了利率市场化的
改革方向。例如将现行法中“确定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修改为“确定中
央银行政策利率”。

业内人士指出，“基准利率”到
“政策利率”的转变值得关注。与前
者相比，后者的内涵更丰富，包括公
开市场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

（MLF）操作利率以及与央行货币
政策工具直接相关的各类利率，利
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坚定。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8 日 电
“新华视点”记者张千千 吴雨

最高可处以违法所得最高可处以违法所得1010倍或倍或20002000万元以下罚款万元以下罚款

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拟大幅提高金融违法成本拟大幅提高金融违法成本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8 日电（记者
施雨岑） 石窟寺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
近日印发相关通知，明确要求合理测算、
从严设定石窟寺景区游客承载量，将核
心景区承载量、重要区域（如窟前平台）
承载量、各开放洞窟承载量、栈道／游步
道承载量、重点洞窟和栈道瞬时承载量
等列为“硬指标”。

据介绍，全国现有石窟寺（含摩崖造
像）5198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14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45处，莫
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 10 处石窟
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年来，我
国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但在
节假日、旅游旺季部分石窟寺和世界文
化遗产地游客超负荷，对文物和游客安
全造成一定风险。

针对这种情况，通知提出，要采取网
络预约、电子票务、错峰参观、限时限流、
定制服务、实时监测、预警上报等方式，调
节控制游客量，严格落实游客承载量各项
指标。石窟寺景区管理机构应开展游客
承载量管控措施执行情况和效果分析，科
学评估旅游开发对石窟寺的安全影响。
鼓励石窟寺景区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提升
讲解服务质量，并通过建设数字博物馆、
智慧景区以及虚拟体验等措施，提高展示
服务水平，提升游客参观游览体验。

石窟寺景区游客
承载量——

将以“硬指标”
从严设定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赵文君） 记者28日
从国家邮政局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双11”期间预计日均
快递业务量达4.9亿件，是今年日常业务量的两倍。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介绍，疫情将是
今年旺季服务保障工作绝不能忽视的首要因素。今年，上
游电商市场格局及促销节奏有重大变化，提前掀起一波促
销高潮。销售周期的拉长，促使快递企业早早就要将运力
储备投入到实战之中，对持久作战的能力将形成更大考
验。同时，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业态快速发展，市场份额
逐年攀升。旺季期间，快递企业在服务好传统电商平台的
同时，需要充分考虑直播电商的需求爆发，不确定性增大。

边作栋说，在旺季高峰期，快递员的作业量往往是日常
的数倍。很多快递员早晨两三点就出门，半夜12点后才能
到家。由于工作任务重，用户催得紧，很多快递员吃的是冷
餐，喝的是凉水，睡的是仓库。高峰时期个别地区的快件时
效会有所延长，呼吁公众对旺季高峰期的快件时效多一些
宽容，对快递小哥不能如期上楼投递多一些谅解，对满身疲
惫的快递小哥多一些爱护。

今年“双11”——

预计日均快递
业务量达4.9亿件

图为 10 月 25 日拍摄的呼
和浩特市武川县境内的北魏皇
帝祭天遗址发掘现场。

这是我国首次发掘北魏皇
家祭天遗址。这一遗址在呼和
浩特市区北面的大青山蜈蚣坝
顶 上 ，分 布 范 围 约 1 万 平 方
米。这处遗址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被发现，但一直未被发
掘。自 2019 年开始，考古人员

对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考古人员在遗址中部发现

一座皇帝祭天的圆形房屋遗
址，房址内径约15.5米，外径约
32.5 米，东南部留有宽约 1 米
的门道，房内出土少量祭祀用
的陶罐。在圆形房屋外围有内
外两道放羊、马等祭品的环壕，
从中出土少量马和羊的肢骨
等。圆形房屋外边还发现内外

两个垓，即皇帝祭天时文武官
员陪祭站立的平台。

此处皇家祭祀遗址在形制
上结合了中原王朝祭祀礼制和
北方游牧民族祭祀传统，年代
上早于西安隋唐圜丘和北京明
清天坛，为研究我国古代皇家
祭天发展史、北魏祀天礼仪制
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

据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

494年迁都洛阳之前，“行幸阴山，
观云川”，即来到阴山祭天。初步
判断，孝文帝“观云川”就在这个
地方。根据对出土文物的年代鉴
定，初步推断这一遗址使用时间
大体在公元430年至490年之间。

北魏（386年—534年）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
立的统一黄河流域的封建王朝。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8 日电（记者姜琳） 今年社保费
减免力度空前，企业往养老“资金池”放的资金少了，退休职
工养老金会不会受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8 日回
应，保发放提前进行了准备和安排，也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
础，能够确保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在当天召开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说，前三季度企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
总体平稳，甚至还好于预期。从基金收支看，总收入 2.1 万
亿元，总支出 2.8 万亿元。虽然短期收入低于支出，但基金
累计结余4.5万亿元。

“在社保‘免、减、缓’等政策实施前，我们就做了充分预
计和精确测算，对保发放进行了安排。绝大部分省份保发
放没有问题，个别有困难的省份，在中央帮助下也能够确保
发放。”聂明隽说。

他表示，今年企业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
4％，全年跨省调剂基金规模达到1768亿元。此外，今年中
央财政对地方养老保险专项补助资金达5800多亿元，有力
支持了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养老金的发放。

“我们将密切关注各地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情况，
加强资金监测，研判发放风险，同时帮助协调调度资金，确
保养老金发放万无一失。”聂明隽说。

人社部：能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
累计结余4.5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8 日电（记者姜琳）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28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表示，截至9月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共
减免 9107 亿元，缓缴 616 亿元，降低费率减收 2322 亿元，
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 850 亿元，支出就业补贴 638
亿元，累计让企业直接受益超过1.3万亿元。

“仅阶段性减免三项社会保险费政策，就惠及企业
1129.9 万户。‘降返补’等纾困稳岗政策，实实在在为企业
减轻了负担，稳住了就业岗位。”李忠说。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在会上介绍说，2015年
以来，我国共6次下调了企业社保费率，五项社会保险总费
率由41％下调到33.95％，共减免企业缴费近万亿元。

“包括降低费率在内，今年出台的减免政策预计全年将
减少企业缴费 1.6 万亿元，力度空前，对助力企业走出困
境、稳定和扩大就业发挥重要作用。”聂明隽说。

前三季度社保“降返补”让利企业——

超1.3万亿元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28日电
（记者李志浩 高晗） 10 月 28 日，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召开的喀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王希江说，目前已可以基本排除疫

情蔓延扩散的可能性。
10 月 24 日新疆疏附县报告首例新

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后，截至 10 月 27
日 24 时，新疆（含兵团）有确诊病例 22
例，无症状感染者161例，均为喀什地区
疏附县报告。

新疆喀什地区疾控中心：

已基本排除疫情蔓延扩散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