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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实登记“广东邦家案”集资参
与人信息，确定集资参与人合法权益，
现开展“广东邦家案”集资参与人信息
登记工作。请集资参与人在登记期限
内，如实、全面登记身份及投资信息。
现就登记事项公告如下：

一、登记平台及网址
“广东邦家案”信息登记平台，网站地

址：https://bj_firs.gzclearing.com。
二、登记期限
2021年 1月13日至2021年1月

20日。
三、登记人员范围
经各地司法机关判决认定的“广东

邦家案”受损集资参与人。
四、登记内容
集资参与人的身份信息及银行账

户信息。

五、有关要求
（一）集资参与人在登记信息后，需

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报案回执、合同、收
据、转账凭证、资金流水单等，扫描或拍
照后录入系统）。

（二）集资参与人应及时并如实、全
面登记信息，以免影响自身的合法权
益。逾期未登记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
集资参与人本人承担。

六、注意事项
（一）如登记人借用他人身份投资

“广东邦家”及其关联公司的，应以被借
用人员的身份登记，清退款项由集资参
与人与登记人自行协商处理。

（二）集资参与人本人去世的，由
其权利继承人登记，其权利继承人需
提供材料证明其与集资参与人存在继
承关系（例如户籍信息底卡、结婚

证）。权利继承人登记采取首位登记
制，后续发生纠纷由各权利继承人之
间自行解决。

（三）登记人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负
法律责任。如故意编造虚假信息、提供
虚假材料的，将依法惩处；构成犯罪的，
将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信息登记咨询电话：
83332360 66318395 83526940
以上电话仅提供信息登记系统相

关使用的技术问题解答服务，不作其他
事项回复。

咨询答复时间：周一至周五（不含
国家法定节假日）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州“邦家案”处置工作组

2020年12月20日

关于登记“广东邦家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的公告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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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21日07:30-12:30停电：10kV港
区线龙江二路A164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春
江水利农机管理站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陈渡二线车厂
路2号环网柜：紫荆西路2号柜1120开关至白
云南路2号环网柜：紫荆西路2号柜1110开关
至桂花园#1中间变电所：陈渡二线1210开关
至陈渡新苑#1中间变电所：紫荆西路2号柜
1210开关（停电范围：教科院附属中学等永红
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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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21日08:00-14:00停电：10kV丽
华线朝阳60-5幢配变、朝阳77幢配变、朝阳
61幢配变、朝阳82幢配变、朝阳96幢配变、朝
阳81幢配变、朝阳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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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请关注报纸和网站
信息。

网上国网

△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苏
D35899车)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苏交
运管常字320401414954，声明作废。
△唐云龙遗失溧阳市金创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32001800105，发票号码：54454265，
声明作废。
△苏元元遗失0000053204000000202
0011890号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声明作废。
△李志伟遗失2017年 9月 2日签发的
130205198204250035 号身份证，声明
作废。
△朱叶涛遗失054033 号警官证，声明
作废。
△常州仟亿家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编号：320402000201612060
020、320402000201612060100，声 明
作废。
△曹前遗失20010902号常州工学院学
生证，声明作废。
△ 常 州 泰 联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9132040433907974XB）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李亚君遗失车库销售合同，合同编号：
2007，合同备案号：J89A4F0CF2C21DF
8F9323,声明作废。
△何小琴遗失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财务会
计与审计（独立本科段）毕业证书，编号：
65320460074202577，声明作废。
△ 吴慧丽遗失行政执法证，编号：
JSZF04061238,工作单位：常州市金坛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法种类：住房和
城乡建设行政执法，执法区域：金坛区，
发证机关：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发证
日期：2020年1月1日，声明作废。
△ 李建平遗失行政执法证，编号：
JSZF04061173,工作单位：常州市金坛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法种类：住房和

城乡建设行政执法，执法区域：金坛区，
发证机关：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发证
日期：2020年1月1日，声明作废。
△ 王惠忠遗失行政执法证，编号：
JSZF04060738,工作单位：常州市金坛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法种类：住房和
城乡建设行政执法，执法区域：金坛区，
发证机关：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发证
日期：2020年1月1日，声明作废。
△常州金坛阳名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
公司遗失苏D5513学道路运输证，证号
为常82004888，声明作废。
△常州市孟河书画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号码：3204110919180，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销户公示
由江苏常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天

宁区常州凯特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年产
500套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车间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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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
86021526。

注销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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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现代农业装备行业协会（商会）”（单位
代码常社证字第08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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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视为自动放弃。特此公告。

常州市现代农业装备行业协会（商会）
2021年1月12日

一、听取和审议常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常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三、审查和批准常州市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常州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四、审查和批准常州市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常州市2021年市级预算；
五、听取和审议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七、听取和审议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八、票决2021年常州市民生实事项目；
九、选举。

（2021年1月12日常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常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议 程

1.听取和讨论中共常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讲话；
2.听取和审议市政协十四届常委会工作报告；
3.听取和审议市政协十四届常委会关于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4.列席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其他报告；
5.选举；
6.通过大会决议。

（2021年1月12日政协常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议 程

近园经修缮后已对外开放，夏家大院完成文
物本体主体施工，庄蕴宽故居等文物修缮方案已
编制完成⋯⋯我市目前正在重点做好老城厢范
围内 248 处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保护和利用工
作。同时，加快推进青果巷史良故居等7处纪念
馆展陈提升。目前已完成南市河历史文化街区
改造，梳理老城厢内外65处名人故居资源，探索
形成“跟着名人游常州”精品线路。2020 年，吸
收采纳民进常州市委的提案建议，我市推动“运
河文化与文创街区融合发展，打造旅游明星城市
金名片”成效显著。

大运河常州段由奔牛九里入境，至横林古
槐滩出境，全长 45.8 公里。沿岸拥有众多文化
遗存和历史遗迹，包括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
南市河历史文化街区等多个历史文化街区，形
成了以青果巷为代表的街巷文化、以运河五号
为代表的工业遗产文化、以“常州三杰”为代表

的红色革命文化等，也蕴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

委员们认为，借助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战略
机遇，依托运河文化，发展文创街区，走文化、创
意、旅游融合发展的道路，对于常州高质量建设
文旅休闲明星城意义重大。大家建议，文化创意
融合常州运河文化资源，再现历史街区风范；活
化利用工业遗存，融合创意创新，塑造文化新地
标；挖掘特色民俗资源，整合文化活动，打造文化
民俗节庆品牌；讲好运河故事，创作文艺展演，提
升文化旅游吸引力等。

记者了解到，2021 年我市将继续加快打造
全新的古运河文化旅游区，在青果巷、工人文化
宫、亚细亚影视城等规划布局一批城市演艺剧
场，依托古运河、天宁寺、古典园林、三杰纪念馆
等，策划一批实景演出精品项目，加快构建文化
旅游演艺新高地；重点实施大运河文化带奔牛
段项目、大运河文化带春秋淹城遗址改造提升
项目等 12 个运河文旅项目，推动全市文商旅融
合发展。

黄钰 张志成

推动运河文化与文创街区融合发展

“我市已经形成了‘南有石墨烯，北有碳纤
维'的格局。建议进一步推进新材料领域产业链
发展，特别是在常州高新区建设全国领先的高
性能碳纤维产业基地。”去年 8 月 25 日，在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齐家滨开展的主任接
待代表日活动座谈会上，常州市宏发纵横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谈昆伦积
极发言。当年八、九月份，在市人大常委会举行
的“我为‘十四五’规划献良策”活动中，他再次
提出这样的建议。

谈昆伦和他经营的宏发纵横是我国高性能
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领导者。他本人是我国第
一台高速玻纤多轴向经编机、第一台高速碳纤
多轴向经编机的主导设计者。

身为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谈昆伦更关注

产业聚集效应。他经常走访新北区工商联、西夏
墅商会以及金牛研磨、中简科技等相关企业，深
入工厂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销售、用工、政
府帮扶政策落地等具体情况。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针对产业发展、企业生产经营、人才引进等
问题，结合我市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发展的实
际，提出了《加大扶持政策，打造常州市碳纤维产
业园的建议》《关于降低工业用电价格，加大对中
小企业的扶持力度的建议》等。

谈昆伦的执着，得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和
肯定。在政府支持下，去年 10月，谈昆伦在常州
高新区启动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
料生产基地建设，规划投资50亿元，建设年产3.6
万吨大丝束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结构件生产线，实
现低成本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链向两端延伸，形
成年产值超百亿元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园，带
动上下游产业形成超千亿元的碳材料产业集
群。 刘一珉

谈昆伦：建议大力推进新材料领域产业链发展

建议提案背后的故事

代表风采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 11 日正式提交
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指控他“煽
动叛乱”。这是特朗普任内第二次陷入弹劾危
机，距离他卸任只剩10天。

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党人寻求此时发
起弹劾，一方面是为了“立标杆”、防止煽动暴
力的情况再次出现；另一方面也为给特朗普留
下不光彩记录，使他 4 年后难以再度竞选总
统。二次弹劾凸显两党间的政治对立，不管结
果怎样都只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

寻求弹劾

弹劾条款草案称，特朗普“煽动叛乱”“干
涉权力的和平过渡”“严重危及”美国和美国政
府机构的安全，给美国人民造成“明显伤害”，
如任其继续执政，将“对国家安全、民主和宪法
构成威胁”。

美国国会 6 日遭遇暴力冲击，造成 5 人死
亡、数十人受伤，令世界震惊。美国舆论纷纷

指责特朗普“点燃导火索”，要求特朗普下台的
声音愈演愈烈。

除推动弹劾程序外，众议院民主党人还力
促副总统彭斯援引美国宪法第 25 条修正案罢
免特朗普。由民主党人提出的罢免动议预计将
于12日在众议院表决，因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占
多数，该动议很可能获得通过，届时彭斯将有
24 小时作出回应。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日前表
示，如果彭斯和特朗普内阁多数成员不考虑罢
免特朗普，众议院将就弹劾条款草案举行表决。

再陷危机

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有权以“叛国、贿赂或
其他重大罪行和不检行为”为由弹劾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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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特朗普首次遭国会众议院

弹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弹劾的总统。
当时，民主党人掌控的众议院表决通过了两项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
碍国会。但这两项条款此后均被共和党人掌
控的参议院否决。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次，众议院最快可
能于 13 日就弹劾条款举行表决。目前，民主
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有足够票数通过弹劾条
款，一些共和党人可能也会投下赞成票。

美国历史上从未有总统两次遭众议院弹
劾。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政治学专家克里斯
托弗·加尔迪耶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从长远看，众议院寻求在特朗普即将下台
前再度弹劾他，旨在警示未来总统，防止总统
煽动暴力的情况再次出现。

美媒指出，弹劾也是党争激化的表现，民
主党人想给特朗普留下不光彩记录，使他 4 年
后难以再度竞选总统。国会骚乱事件已让特
朗普的形象和政治遗产大打折扣，再遭弹劾无
疑是雪上加霜。

裂痕难愈

据媒体披露，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
人麦康奈尔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如果众议
院通过弹劾条款，参议院按规则最早将于 20
日下午启动弹劾案审理。而 20 日中午，特朗
普将正式卸任，拜登将宣誓就职，这意味着参
议院不可能在特朗普卸任前完成弹劾案审理。

目前，众议院民主党高层尚未就何时把弹
劾条款送交参议院达成一致。众议院民主党

“党鞭”詹姆斯·克莱伯恩日前对媒体表示，可
能会等当选总统拜登上台 100 天后再把弹劾
条款送到参议院，以避免弹劾案审理影响参议
院批准拜登内阁成员提名进程等事宜。

分析人士认为，不管时间上如何安排，弹
劾条款想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都非易事。资
深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日前表示，他
认为弹劾案无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格雷厄姆同时表示，在当前情形下寻求弹
劾特朗普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据美
媒 11 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称，在新总
统就职前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可能出现全国性
武装抗议活动。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美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式提交草案

被控“煽动叛乱”，特朗普再陷弹劾危机

1月11日，一名男子在美国旧金山手举写有“弹劾、罢免”字样的标语。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12日通报，1月11日0—24时，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 55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13 例

（上海 4 例，辽宁 3 例，天津 2 例，福建 1 例，河
南 1 例，广东 1 例，陕西 1 例），本土病例 42 例

（河北40例，北京1例，黑龙江1例）；无新增死
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31 例，解除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567 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
减少2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291 例（其中重症

病例 4 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
4443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4152 例，无死亡
病例。

截至 1 月 11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
病例 697 例（其中重症病例 18 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 82260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4例，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 87591 例，无现有疑似病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926793 人，尚在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7830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81 例（境外输
入 10 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5 例（境外输入 2
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7 例（境外输入 12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565 例（境外
输入256例）。

国家卫健委通报：

11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5例
其中本土病例42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