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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86603740

销户公示
由常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天宁区常州市机关幼儿

园异地新建工程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

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

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

2021年1月12日至2月12日），如

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

中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

反映，联系电话：86021526。

△朱凌露遗失02003032040
080002013000577号保险销
售从业人员执业证，声明作废。
△常州新区烨烨物资有限公司
新市路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32040428002
66，声明作废。
△潘海文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执业单位：恒泰人民（江苏）大
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注册日期：
2017.12.15- 2019.2.4。 声 明
作废。
△王丽尔遗失2016年5月18
日签发的320402198411073
761号身份证，声明作废。
△张昕睿遗失20240137号常
州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
△兰蕊遗失20010310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新英自行车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
后不再使用。
△常州市孟河书画院有限公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号 码 ：
3204110819180，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江苏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号码：320413
0026446，声明作废，寻回后不
再使用。

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1月9日股东会决议，常州市鑫

坛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人民币2000
万元减至91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常州市鑫坛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2日

注销公告
常州市新英自行车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21

年1月11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常州市新英自行车有限公司

员工离职声明
原我公司员工姜兴、姜灿、

姚珏已于2020年 8月 20日前
因个人原因从本公司正式离职，
自离职之日起，他们对外进行的
任何业务或技术服务活动均属
个人行为，不代表我公司，本公
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公告
常州聚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新北区高效节能家电

配件项目1#、2#、3#、4#车间及门

卫施工总承包项目已竣工验收且

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

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

（公示期：2021年1月11日至2月

11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管理处反

映，联系电话：0519-85127170。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2-2

01月14日07:30-13:00停电：10kV
新市线张东B1433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常鑫路桥集团、华光建材科技、鼎禾塑料科
技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01月15日07:30-12:30停电：10kV
西林线西林大队C1096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茗涵房地产、宇森机械、宝鼎金属构件
厂等永红、怀德、西林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陈墅线陈
市为民桥413开关至华山路10号环网柜：
陈墅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
理处、常州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亚隆建筑材
料等春江、百丈等相关地段）；

01月16日07:30-14:30停电：10kV
帕威二线北塘河东路#2环网柜：帕威尔二
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西安高压电器
研究院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01月17日07:30-14:30停电：10kV
帕威一线北塘河东路#3环网柜：帕威尔一
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西安高压电器
研究院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01 月 19 日 12:00- 18:30 停 电 ：
10kV中山线中山门中间变电所：中山路#
1箱12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中山路部
分、三家村部分等天宁等相关地段）（临
检）；

01 月 20 日 08:00- 18:30 停电：
35kV协鑫线；

07:30-12:30停电：10kV齐梁线富
强路#2环网柜：齐梁线出线1120开关至

孟河金府路2号环网柜：齐梁线1110开关
至金土地B1109开关（停电范围：齐梁金
府小区部分、小河天乐大酒店、嘉凯城城镇
化建设发展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横塘线新
堂路12号环网柜：恒发置业114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恒发置业等青龙等相关地
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1月13日08:30-13:00停电：10kV

南观线南园支线 4 号杆跌落式上引线
后段；

08:30-13:30停电：10kV九南线祁
家祁伍支线5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0kV奔西线电子化工支线4号杆跌
落式熔断器上引线后段（临检）；

01月14日08:00-14:00停电：10kV
红棉线朝阳17幢东配变、朝阳11幢配变、
朝阳15幢配变、朝阳4幢配变、东仓桥2幢
配变、蒋家塘东配变、朝阳10幢配变、朝阳
16幢配变；

10kV西上线天祥桥配变；
01月15日07:30-12:30停电：10kV

文昌线邹区卜弋市镇新村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红棉线东

仓桥4幢配变、东仓桥3幢配变、陶家村配
变、朝阳8幢配变；

10kV东城线采菱村东配变、采菱村
配变、采菱村南配变；

10kV青港线白家桥配变、许家村北
配变；

10kV木梳线建筑学院配变；

01月18日08:00-10:00停电：10kV
花中线花园75幢东配变；

01月19日08:00-10:00停电：10kV
永红线西环南路配变；

01 月 20 日 08:00- 16:00 停电：
10kV罗镇线8号杆至239省道5号环网
柜：罗镇线出线1130开关至三星站941
开关；

08:30-10:30停电：10kV翠家线翠
竹#21变电所#2配变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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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请关注
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金正恩，
祝贺他在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欣悉朝鲜劳动
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推举金正恩同志为朝
鲜劳动党总书记，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总书记
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以热烈
祝贺。

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对朝鲜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安排和部
署，具有重大意义。总书记同志再次被
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人，充分体
现了朝鲜劳动党全体党员和朝鲜人民对
总书记同志的信任、拥护和期待。相信
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将
以这次大会召开为契机，奋力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

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在世
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形势下，我愿同总
书记同志加强对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战
略引领，按照双方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
识，不断谱写中朝友好合作新篇章，推动
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坚持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方向，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
展繁荣，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祝总书记同志工作顺利，带领朝鲜
党和人民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致电祝贺金正恩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 月 10 日就印尼苏拉维
加亚航空公司近日一架客机失事向印

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印

尼一架民航客机失事坠毁，作为印尼

的友好邻邦，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
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
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客机失事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国家统计
局 11 日发布数据，2020 年全年，全国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比 上 年 上 涨
2.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5％左右”
的物价调控目标较好实现。

2020 年，CPI 同比涨幅在 1 月份达
到 5.4％的高点后逐步回落。中国宏观
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任郭丽
岩分析，2020 年 CPI 运行呈现明显的

“前高后低”走势，全年上涨 2.5％，保持
在合理运行区间，顺利实现了全年物价
调控目标。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份，CPI 同比上涨 0.2％，11 月为同比
下降0.5％。从环比看，CPI由11月的环
比下降0.6％转为环比上涨0.7％。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
莉娟分析，2020 年 12 月份，各地区各

部门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同时
受特殊天气以及成本上升影响，CPI 由
降转涨。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20 年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比上年下降 1.8％。12 月份，PPI 同比
下降 0.4％，降幅比上月收窄 1.1 个百分
点。

物价稳！2020年CPI同比上涨2.5％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0 日电 美
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10 日表
示，众议院民主党人将提出一项决
议，要求副总统彭斯动用美国宪法第
25 条修正案罢免总统特朗普，如果
彭斯拒绝，众议院将推进弹劾特朗普
的程序。

佩洛西当天在致国会民主党人的
一封信中说，上述决议要求彭斯在 24
小时内作出回复，如果彭斯拒绝采取
相关行动，众议院将推进弹劾特朗普
的程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
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彭斯未排除动用
宪法第25条修正案的可能性。

美国宪法第 25 条修正案对美国
总统和副总统职位因各种原因出现空
缺时的继任程序作出修正和规定，增

加了由副总统和内阁成员判断总统是
否能够继续履行职责的新条款。

佩洛西当天未透露弹劾程序的
具体时间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披露的弹劾决议草案，其中一项弹
劾条款是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民主党
人将于 11 日正式推出这项弹劾决
议，但仍在讨论具体投票日期，预计
不早于 13 日。

与此同时，众议院多数党“党鞭”
詹姆斯·克莱伯恩当天表示，除“煽动
叛乱”外，特朗普近日致电佐治亚州州
务卿并要求对方推翻该州大选结果的
行为也应被纳入制定弹劾条款的讨
论。

依据美国宪法，如果针对总统的

弹劾条款在众议院以简单多数获得通
过，即意味着总统被弹劾。接下来，参
议院将就弹劾案进行审理，如果三分
之二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条款，总统就
将被定罪而下台。

美国众议院将启动弹劾特朗普程序

1 月 11 日，搜救人员在印度尼西
亚雅加达戈戎不碌港转移失事客机遇
难者遗体。

当地时间 9 日 14 时 36 分，三佛齐
航空公司一架载有 62 人的波音 737－
500 客机从雅加达国际机场起飞，4 分
钟后与地面失去联系，之后被发现坠
毁在雅加达千岛群岛区域海域。经过
一天一夜搜寻，相关人员已打捞起部
分遇难者遗体和一些客机残骸。

新华社发

印尼失事客机
搜救工作紧张进行（上接A1版）

习近平强调，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
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
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
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
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
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
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
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
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
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
求。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
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
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
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
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
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
须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
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
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
重大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
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
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
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
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
念，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其
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引导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
了历史性变革。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
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
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
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
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
治问题。

习近平指出，全党必须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是从根本宗旨
把握新发展理念。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
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
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
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
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实现共
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
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
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
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从问题
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我国发展已经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
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
彻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
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
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从忧患意识把
握新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
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
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持政治安
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
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
自己。

习近平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
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
推进。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
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
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要在各种可以
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
持续力。

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
坚 持 深 化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这 条 主
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
任务，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
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
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

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
平上的动态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最
本 质 的 特 征 是 实 现 高 水 平 的 自 立 自
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全面加强对
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
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
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要
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
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
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
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
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构建新发
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
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
基本盘。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
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
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
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
转型升级。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同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不
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
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
机制上更加完备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
加高效。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十四五”规划《建议》，各级领导干部特
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逐条逐
段领悟，在整体把握的前提下，突出领会
好重点和创新点，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
优良学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增强工
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
水平，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把党中央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际、
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的高
度，分析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
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阐述了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阐明了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对于全党特
别是高级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
位、开阔视野，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
导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同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中央精神结合起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学
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推动党中央关
于“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
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
主要负责同志，军队各大单位、中央军委
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有关方
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上接A1版）
加快推进重点人群疫苗接种

工作。做好人员摸底，加强动员
督导，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重
点人群接种工作。根据防疫形势
需要，逐步扩大接种人群范围，全
力做到“应接尽接”。

全面开展疫情防控督查工
作。采用“四不两直”方式，加强
督查检查，确保压紧压实属地、部
门、企业等各方面的防控责任。
继续加强对疫情防控知识的社会
宣传普及，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
个健康安全祥和的春节。

童华岗 周晓玲

钟楼区防疫：
压实责任
闭环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