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49-4

注：原定11月29日06:00-11月30日
19:30停电：35kV水厂线停电日期变更为
12月10日-12月11日；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
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11月27日07:00-15:30停电：10kV富
康线富康G1076开关至童子河桥996开关
（停电范围：有色铸造、诚友弹簧、查特深冷工
程系统等薛家、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特雷线汉江西路#1环网柜：特雷线
2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立达纺织仪器、中
海油常州环保涂料、特雷克斯机械等薛家、三
井、新闸等相关地段）；

07:30-15:00停电：10kV梧岗线焦溪
变至郑陆庄桥B1801开关至金源商业广场1
号中间变电所：安业路1号环网柜1210开关、

磊利包装C146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申达花
苑部分、天成弘业机械、申华包装等郑陆等相
关地段）；

11月28日07:30-12:30停电：10kV丽
华线朝阳93幢8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朝阳
三村部分、茶山街道办事处等茶山等相关地
段）；

11月29日06:00-18:00停电：10kV康
迪线金磊制动A164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运
卓机电制造、城市照明管理处、金磊制动器材
等三井、河海等相关地段）；

10kV莱尼线全线（停电范围：康辉医疗
器械、常发制冷科技、长兴暖通设备等春江、三
井、河海等相关地段）；

10kV托利线全线（停电范围：气象局、莱
尼特种电缆、万汇纺织等三井、百丈等相关地
段）；

12月01日07:00-15:00停电：35kV泽
卜线；

07:30-1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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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居乐房地产开发等新桥、河海等相关
地段）；

08:00-13:00停电：10kV司通线黄河
西路#18环网柜：大京机械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现代液压机器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2月03日07:30-16:30停电：20kV延
申线天逸城#1中间变电所：天逸城#3变I段
2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天逸城部分等薛家
等相关地段）；

12月04日07:30-16:30停电：20kV重
工线天逸城#1中间变电所：天逸城#3变II段
22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天逸城部分等薛

家等相关地段）；
12月10日06:00-12月11日19:30停

电：35kV水厂线。
配变及部分停电：
11月 27日 08:00-09:30停电：10kV

金黄线红庙头158号配变；
10kV富强线张士队西配变；
11月 28日 08:00-09:30停电：10kV

茶山线新东队配变；
11月 30日 07:30-18:30停电：10kV

朝南线清凉东村#1变01开关后段、清凉东
村#2变电所：清凉东村#1变112开关后段；

08:00-10:00停电：10kV花中线花园
75幢东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钜苓线冯家
村中配变；

10kV徐东线郑陆连家沟西配变；

12月01日08:00-14:00停电：10kV
宗家线青洋大桥路灯支线8号杆后段；

12月02日08:00-12:00停电：10kV
金黄线茶山钱家村北配变、红庙头配变、茶
山钱家配变；

12月03日08:00-14:00停电：10kV
正大线朝阳44幢配变、朝阳41幢配变、朝
阳43幢配变、朝阳39幢配变；

12月04日08:00-10:00停电：110kV
大仓线化纤设备厂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荆川线信息
宿舍配变、清园2幢配变、清园5幢配变；

10kV沈家线荆川东园配变；
09:00-15:00停电：10kV旺田线门东

支线24#杆至28#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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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犬业协会遗失
51320400688309769H
号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正副本，声明作废。
△杨凡遗失 19010830

号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
明作废。
△沈志杰遗失19010819
号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
明作废。
△常州市图书馆学会遗
失20951-21000号江苏
省社会团体会费收据，声
明作废。
△常州市百泉消防器材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3204020902866），法人
章（320402092867），声
明 作 废 ，寻 回 后 不 再
使用。
△胡俊遗失PDAA2020
32040000056060 号 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商业险保单，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服务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2020年11月25日起
15日内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202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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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巍峨耸立
的大山，层层叠叠的梯田，绿意沁人。
汉阴是常州市陕西商会会长、常州万
川园林集团董事长曾福军的家乡。
2003 年，怀揣梦想的他来到常州，在
花木行业闯出一片天地后，还将老家
2700多人带出大山，到常州从事花木
行业，从而脱贫致富。

汽车兵的绿色梦

1993年，17岁的曾福军在老家应
征入伍，成为总后勤部青藏兵站的一名
汽车兵，负责为格尔木和拉萨之间的各
个兵站运输物资。因为地处高原，营房
窗外目之所及，都是灰黑色的荒山大
漠，曾福军因此特别思念家乡的那抹绿
色。思乡情渐浓，绿色慢慢凝结，成了
曾福军心中挥之不去的“梦”，他开始对
花木园艺产生浓厚的兴趣。

2001年转业后，曾福军来到了广
州，辗转从事多个行业，2003年时，因
为非典疫情而回了老家。在老家，他
听说有个老乡在常州从事花木行业，
深藏心中的梦想一下被点燃了，他只
身来到了常州。

当他看到夏溪、嘉泽等地连片的
花木基地里郁郁葱葱的绿色时，直叹
相见恨晚。自此，他白天拜师学艺，跟
着老乡挖树、修剪、装车、种树；晚上钻
石园艺、绿化工程知识，悟出了很多门
道。加上当兵 8 年养成的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精神，
他很快入门，一个月能赚2000多元。

苏陕间的致富桥

“福军在江苏做花木，干得不错。”
到常州后大半年，曾福军找到致富门
路的消息在老家传开，于是，一批批老
乡来到常州跟着他干。到 2008 年万

川集团成立时，已发展到近2000人。
曾福军不仅帮老乡在经济上脱

贫，还带领他们从思想上脱贫、能力上
脱贫。不少山区老乡闲下来都有喝
酒、打牌的习惯，来了常州后，曾福军
经常鼓励他们好好干、多钻研、出去创
一番自己的天地。这样一来，喝酒打
牌的人少了，个个都成了花木行业忙
碌的“小蜜蜂”。

“80 后”黄双珍是曾福军老家同
村人，她的父亲双目失明，母亲在家务
农，属于深度贫困家庭。她到常州跟
着曾福军干了三四年，学会了花木运
营的本领，开了自己的公司，在奔牛镇
做起了花木生意。如今，她有了万亩
苗圃，全家在常州安家落户，还为父母
在安康市区买了房。

50 多岁的常能海是汉阴县龙垭
镇人。10 多年前，他家是镇上众多贫
困家庭之一，最困难时，常能海和家人
住过牛棚，两个孩子也因贫穷面临辍

学。2004年，跟着曾福军学艺的常家邻
居提起常能海一家的困境，曾福军大手
一挥：“叫他过来一起干！”常能海跟着曾
福军干了七八年后，自己到安徽创业，如
今，年产值已达数千万元。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
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在曾福军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安康老乡来到常州
务工创业。唐贵金、姚锦山、张代新、王
建虎、毛小强⋯⋯曾福军如数家珍，在他
看来，只有老乡过得好了，他才心安。

为当地村民增效

12 年间，万川园林集团的规模越来
越大，去年销售收入超过 1 亿元，投资 3
个亿的万川农业产业园一期工程将于明
年 3 月建成。在企业壮大的同时，曾福
军没有忘记身上的社会责任。汶川大地
震时，他通过嘉泽镇满墩村向灾区捐款
2 万元；为安康市汉滨区、汉阴县漩涡中

学分别捐款 5 万元、捐款捐物 20 万元助
学；他还多次为老家汉阴县、第二故乡嘉
泽镇捐款修路。

10 多年来，随着万川的“壮大”，嘉
泽镇满墩村村民的收益也越来越多，土
地年租金从最初的每亩 1000 元左右涨
到了如今的每亩3000-5000元，最贵的
土地年租金已突破 8000 元。万川公司
还招聘了 200 多名当地农民。74 岁的
李正华就住在种植基地附近，原本一直
在外地打工，收入也不高，现在家门口干
干，每个月就有6000多元。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
官之年，曾福军在武进区嘉泽镇成立了
万川农业产业园，与南京两所高校结对
产学研，开办乡村振兴教培中心，决心
助力更多苏陕群众致富。曾福军深情
地说：“我的血脉在家乡，根基在党，力
量在人民，做一个向善、向好、有贡献的
企业家，正是我多年来执着的追求和梦
想！” 童华岗 薛扬诚图文报道

青藏高原汽车兵的“绿色梦”
让 2700 多陕西群众脱贫致富

图为曾福军（右一）在指导老乡种植造型花木。

在红梅西村社区警务室，社区民
警黄强翻着一沓沓居民信息，亮着的
电脑和手旁的平板上显示着居民的相
关信息，迅速比对时，每一户人家，他
都能如数家珍地讲述其人员变迁，张
口就来的是家中有几口人、大致什么
情况、房屋转手几次、现在的户主是
谁，等等。

一个戴着电动车头盔的男人匆匆
进来，要办理亲戚的户口迁移。黄强
放下资料，打开平板上的警务系统，拿
起一张 A4 纸，用颤抖着的手开始记
录。黄强说，手抖是帕金森后遗症，缠
绕在他身上的疾病，还有脑梗、冠心
病、鼻炎，前段时间身体不舒服，一直
忙，都没时间去医院。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辖区内人口
一旦有变动，像这样的，记下来，比沉在
数据库里，更容易查找！”黄强很快登记
完，并对照戴头盔男人提供的户口本，
将相关信息细致地录入警务系统。

这时，红西社区网格长范贝带着
新聘的网格员陈文英走了进来。随之
而来的是关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在
网格内的一连串问题：“黄警官，又要
麻烦你了，那个 501 室是不是卖出去
啦？”“有没有某户主的联系方式呀？”

“这家是不是户在人不在呀？”黄强很
快翻阅了资料，一一作答。

在黄强的“兵器谱”上，是这样的
一长串数字：建成于1990年代初的红
梅西村社区，占地约 18 万平方米，由
3 个部分组成，常住人口 6547 人、寄
住人口 2418 人，暂住人口 2594 人。
该社区人口的特点是老年人多、外来
人口多、困难群众多、重点人员多，且
靠近火车站、汽车站，交通方便，治安
环境相对复杂。

入户调查、采集信息是社区民警

们经常性、艰苦性、基础性的工作，也
是他们强化人口管理、发现案件线
索、了 解 民 情、融 入 群 众 的 重 要 手
段。能够对红西社区“门清”，得益于
黄强多年来坚持“铁脚板+网格化”
的工作方法。

现年 49 岁的黄强，2006 年从武
警转业到公安，在社区一线工作多
年，曾连续多年创下了基础信息采
集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3 个“百
分之百”。他通过错时化入户、信息

化沟通、网络化走访、滚动式排查，
每天从早晨 7 点多工作到晚 9 点，将
红 西 社 区 的 信 息 牢 牢 锁 定 在 脑 海
里，达到了问什么就能脱口而出的
地步。2014 年 10 月，黄强荣登“中
国好人榜”。

“照这么说，黄警官的确是‘社区
百晓生’。”范贝说，“我们按照‘七人
普’的要求，最近一直都在入户，从短
表到长表，还有信息的抽查、复核等，
碰到户口挂靠在这边找不到人时，就
得去向他寻求帮助了！有他在，真的
解决了很多问题。”

何嫄图文报道

“七人普”背后的小花絮——

“社区百晓生”黄强

本报讯 在将新北区某楼盘一
套住宅出售后，楼盘销售员汤丽以
伪造收款收据、签约确认单、购房合
同的方式，将该房再次出售给李某
夫妇，骗取首付款32万余元。日前，
汤丽被新北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李某夫妇来常打拼多年，有了
些积蓄，想在常州买房定居。去年3
月，他们来到新北一楼盘，经销售员
汤丽推荐，看中了一套 119 平方米
的房子，支付了定金 2 万元。之后，
因为首付比例和每月还款额产生了
变化，李某认为承担压力过大，便不
想买了。汤丽不想失去这个客户，
允诺李某夫妇在二期开盘的时候给
他们留一套 100 平方米的小户型。
当年 7 月，李某接到汤丽的电话，让
他们去看房，夫妇俩认为这套房子
的大小和价格比较适中，当即决定
认购。他们从汤丽处替换了新的定
金收据，一个月后签订了购房合同，
通过POS机付了32万余元首付。

但在那之后，汤丽就没了消息，

贷款手续也一直没办，尽管李某多
次联系汤丽，汤丽都以各种理由推
脱。今年疫情过后，仍没能办成贷
款手续的李某起了疑心，去房管局
查了备案发现，他想买的这套住宅
已经登记在别人名下。李某立即赶
到售楼中心，发现售楼中心根本没
有自己购买房子的信息，汤丽也联
系不上了，李某随即报警。

原来，该楼盘二期开盘时，汤丽
的手头已十分拮据，她决定骗点钱

“救急”。她先用事先签好的定金收
据替换掉原先李某手中的收据，随
后伪造签约确认单、商品房认购单
和购房合同，再借他人的 POS 机分
4 笔刷走了李某 32 万余元。待李
某夫妇离开后，汤丽销毁了这些合
同，以自己正在闹离婚、保胎、父亲
出车祸等各种理由推迟办理贷款，
并将骗得的钱款挥霍一空。

直到李某夫妇报警，汤丽得知
事情已不可挽回，才和母亲一起上
门给李某夫妇道歉。

（童华岗 张敏 钱杰杰）

伪造合同谋私利

售楼小姐“一房二卖”被判刑

新能源车的车主最怕啥？怕车
子开半路没电。比没电更绝望的是
啥？找到充电桩却充不了电。近年
来，新能源电动汽车越来越多，充电
问题却始终是个大麻烦。近日，武
进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一起“两次充
电不能”引发的投诉。

吴女士称，她两次用同一充电
APP查询对外开放的充电桩，赶到现
场充电却均被拒绝使用。一番兜转
后，汽车的剩余电量耗尽，无奈之下
只能求助拖车公司。事后，该 APP
运营商只同意给予价值15元的APP
抵用券作为补偿，与200元的拖车费
相去甚远。近日，吴女士为此投诉至
武进区市场监管局高新区分局，要求
该APP运营商赔偿200元拖车费。

该 APP 运营商却称，吴女士反
映的充电 APP“对外开放”信息显
示与实际不符的充电桩中，第一个
并非自营桩，属于他营桩，由场地方
掌握实际管理权；第二个是另一品
牌的充电桩，通过信息联行模式在
APP 上体现的。上述错误信息均
由他方提供，因此，造成的损失也应
由他方承担。

该 APP 运营商的这一理由是
否成立呢？

市场监管人员认为：首先，消费
者在使用 APP 查询时，通常只会关
注是否对外开放、开放时间、充电价
格等信息，至于该充电桩是属于自

营还是他营，内部合同如何约定，消
费者无从得知，也无需了解。第二，
无论是场地方违反与公司的合同约
定，还是另一品牌提供了错误的信
息，这些问题产生的损失都不应由
消费者承担。APP 运营商作为直
接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主体，应当
先行赔偿消费者的损失，再去选择
是否向错误信息提供方追偿。

最终，该 APP 运营商听取了市
场监管人员的意见，也意识到了自
身存在的问题，立即致电吴女士道
歉并承担了 200 元拖车费，表示将
加强与他营桩和其他运营商之间的
信息对接，避免今后再出现此类由
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问题。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不可或缺
的重要基础设施，各地纷纷出台丰
厚的补贴政策，但企业“重建设、轻
运营”的思路导致充电桩的运营管
理和服务跟不上，严重影响了用户
体验。吴女士“找桩难”事件看似是
个小小的投诉，实则反映出充电桩
行业布局不合理、规划和实际脱节、
运营商各自为战、信息更新滞后等
现状。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企业要
发展和做大，就必须要有胸怀和格
局，在享受新业态发展带来巨大利
润的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义务。
只有切实以消费者为先，关注用户
体验，才能赢得消费者信任，推动自
身更好更快地发展。周志琴 庄奕

买车容易充电难，电量耗尽无奈拖车——

新能源车，想要“电力十足”有点难

本报讯 11 月 24 日 10 点 26 分，宁杭
高速溧阳上兴高速出口处有辆小轿车突然
翻车，司机被困。经初步了解，意外系雨天
路滑、车速过快导致。

上兴专职队赶到现场发现，一辆大众小
汽车冲到了高速出口的绿化带上，车头撞倒
了一棵树，车尾保险杠已掉落。被困驾驶员
称，因为雨天路滑，加上车速过快，车子滑出
道路，冲到了绿化带上。他没有被卡住，只
是因为撞击严重，腰受伤了，无法自行下
车。消防员慢慢搀扶其走下车，随即将他送
往医院治疗。 （赵怀龙 芮伟芬）

雨天路滑
汽车撞树

本报讯 11 月 23 日傍晚 5 点 23 分，
溧阳市泓口大桥往别桥方向五家村村口发
生车祸，造成2人受伤。

溧阳城北消防专职队赶到现场，发现
一辆电动车倒在路中央，骑行人躺在地上
无法动弹，一辆半挂车撞上了路边的树，驾
驶室变形严重，司机双腿被卡。消防员迅
速利用液压破拆工具和金属切割机，对变
形的车门进行破拆。车门打开后，消防员
继续对卡住司机双腿的方向盘进行扩张，
约 20 分钟后，司机被顺利救出。初步观
察，其双腿受到挤压，有点疼痛，但无大碍。

据悉，事发时，电动车突然转弯，半挂车
司机为了避让，猛打方向，滑出了马路，撞上
了路边的树才停下。 （赵怀龙 芮伟芬）

电动车突然转弯
货车避让撞上树

本报讯 昨天，本报接到读者
何女士报料，称有一北方口音的中
年男子混入某单位，冒充熟人介绍
兜售海鲜。多人购买后发现，这些
海鲜不但品质低，部分还是臭的。
鉴于外地已有类似骗局，何女士希
望市民不要再上当。

何女士在钟楼区某单位工作。
11 月 24 日上午 10 点，她所在单位
的楼层进来一个中年男子，40 岁左
右，北方口音，长得很壮实，看到她
后主动搭话：“您是何主任吧？我是
张主任介绍来的，带了点海鲜，麻烦
您帮忙推推。您要不信的话，可以
给张主任打个电话。”见对方报出了
自己和同事的名字，且单位管理严
格，没有熟人带领，陌生人进不来，
何女士便没有怀疑，答应帮着问问。

男子搬来几只简易泡沫箱，打
开一看，里面的海鲜都是冰冻的，梭
子蟹的个头比成人的巴掌还要大，
一只足有八九两，卖相很好。男子
口才极好，说这些是从舟山进的货，
很新鲜，送礼多下来的，便宜点卖挣
点小钱，一箱梭子蟹（约10斤）和一
箱带鱼（约 10 斤）只要 350 元。何
女士有同事刚好是舟山的，表示还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蟹，大家觉得很
划算，纷纷购买，粗略估计差不多买

了20多箱。
等男子走后，何女士碰到张主

任，问他是不是介绍熟人来推销海
鲜。张主任一头雾水，称和对方是
偶然碰到的，对方称是来给他们领
导送礼的，多下来一点海鲜。因为
看起来还不错，他也买了两箱。这
时，两人都觉得不对劲。刚好有同
事中午回家，煮了一只梭子蟹尝鲜，
发现根本没有肉，在微信群里发布
后，大家仔细查看，才发现这些海鲜
有问题，有的已经发臭，有的肉质萎
缩，有的蟹缺胳膊少腿，估计是放了
很久的残次品。

该男子究竟是怎样进入大楼的
呢？何女士询问门卫，得知男子乘
坐了一辆牌号为京P/66928的黑色
现代轿车，对门卫称到食堂送菜，口
气很大。进入大院后，男子到各楼
层转悠了好一会儿，才找机会行
骗。何女士分析，他们每层楼都有
负责人的照片和名字，估计骗子就
是利用了这个冒充熟人。

记者查询发现，类似这种“海鲜
诈骗”年年都有，骗子的手段大同小
异，有的冒充供货商，有的称送货多
下来一些，总之海鲜看起来个大，价
格还很低，但化冻和煮熟后，就能发
现品质极差，根本没法吃。（芮伟芬）

嫌疑人为一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
冒充熟人介绍 兜售劣质海鲜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49-4

注：原定11月29日06:00-11月30日
19:30停电：35kV水厂线停电日期变更为
12月10日-12月11日；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
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11月27日07:00-15:30停电：10kV富
康线富康G1076开关至童子河桥996开关
（停电范围：有色铸造、诚友弹簧、查特深冷工
程系统等薛家、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特雷线汉江西路#1环网柜：特雷线
2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立达纺织仪器、中
海油常州环保涂料、特雷克斯机械等薛家、三
井、新闸等相关地段）；

07:30-15:00停电：10kV梧岗线焦溪
变至郑陆庄桥B1801开关至金源商业广场1
号中间变电所：安业路1号环网柜1210开关、

磊利包装C146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申达花
苑部分、天成弘业机械、申华包装等郑陆等相
关地段）；

11月28日07:30-12:30停电：10kV丽
华线朝阳93幢8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朝阳
三村部分、茶山街道办事处等茶山等相关地
段）；

11月29日06:00-18:00停电：10kV康
迪线金磊制动A164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运
卓机电制造、城市照明管理处、金磊制动器材
等三井、河海等相关地段）；

10kV莱尼线全线（停电范围：康辉医疗
器械、常发制冷科技、长兴暖通设备等春江、三
井、河海等相关地段）；

10kV托利线全线（停电范围：气象局、莱
尼特种电缆、万汇纺织等三井、百丈等相关地
段）；

12月01日07:00-15:00停电：35kV泽
卜线；

07:30-1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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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居乐房地产开发等新桥、河海等相关
地段）；

08:00-13:00停电：10kV司通线黄河
西路#18环网柜：大京机械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现代液压机器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2月03日07:30-16:30停电：20kV延
申线天逸城#1中间变电所：天逸城#3变I段
2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天逸城部分等薛家
等相关地段）；

12月04日07:30-16:30停电：20kV重
工线天逸城#1中间变电所：天逸城#3变II段
22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天逸城部分等薛

家等相关地段）；
12月10日06:00-12月11日19:30停

电：35kV水厂线。
配变及部分停电：
11月 27日 08:00-09:30停电：10kV

金黄线红庙头158号配变；
10kV富强线张士队西配变；
11月 28日 08:00-09:30停电：10kV

茶山线新东队配变；
11月 30日 07:30-18:30停电：10kV

朝南线清凉东村#1变01开关后段、清凉东
村#2变电所：清凉东村#1变112开关后段；

08:00-10:00停电：10kV花中线花园
75幢东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钜苓线冯家
村中配变；

10kV徐东线郑陆连家沟西配变；

12月01日08:00-14:00停电：10kV
宗家线青洋大桥路灯支线8号杆后段；

12月02日08:00-12:00停电：10kV
金黄线茶山钱家村北配变、红庙头配变、茶
山钱家配变；

12月03日08:00-14:00停电：10kV
正大线朝阳44幢配变、朝阳41幢配变、朝
阳43幢配变、朝阳39幢配变；

12月04日08:00-10:00停电：110kV
大仓线化纤设备厂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荆川线信息
宿舍配变、清园2幢配变、清园5幢配变；

10kV沈家线荆川东园配变；
09:00-15:00停电：10kV旺田线门东

支线24#杆至28#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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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犬业协会遗失
51320400688309769H
号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正副本，声明作废。
△杨凡遗失 19010830

号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
明作废。
△沈志杰遗失19010819
号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
明作废。
△常州市图书馆学会遗
失20951-21000号江苏
省社会团体会费收据，声
明作废。
△常州市百泉消防器材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3204020902866），法人
章（320402092867），声
明 作 废 ，寻 回 后 不 再
使用。
△胡俊遗失PDAA2020
32040000056060 号 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商业险保单，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服务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2020年11月25日起
15日内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2020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