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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2-4

注：原定01月15日07:30-12:30停电：
10kV西林线西林大队C1096开关后段停电变
更为01月20日07:30-14:30停电：10kV西
林线西林大队C1096开关后段；请以上线路的
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1月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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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0-1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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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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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22日07:50-15:00停电：10kV东
亭线20号杆至富民景园#7中01开关至孟河
固村A1502开关（停电范围：孟河苗圃、隆达机
械厂、佳森电器等孟河、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新孟线小河变至富民景园10号中间
变电所：新孟线 1110 开关至孟河镇政府南
A1911开关（停电范围：新北区孟河镇人民政府
等孟河、小河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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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3:00停电：10kV焦镇线郑陆焦

溪市镇市场配变（临检）；
10kV文杰线郑陆横沟村委配变（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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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22日08:00-13:00停电：10kV芮
家线新闸唐北联络支线14号杆芮家塘西支线
侧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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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因金坛市虹光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按照债权
人会议通过的《金坛市虹光鞋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执行分配完结，并已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本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
款之规定终结金坛市虹光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减资公告
常州速固得感光新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411MA1QEP3M6M，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20000万
元人民币减少至6700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常州速固得感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2日

△于庆龙遗失2017年4月14日签
发的 320924198911264914 号身
份证，声明作废。
△常州原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现遗失一张转账支票，票号为：
28677120，声明作废。
△天宁区天宁爱星保健用品店遗

失320402000201704250012号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易圣哲遗失L320952927号出生
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肯特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编号：
0718473、0773901，声明作废。
△常州悦耀电气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使用。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

公司遗失合同，项目名称：半导体
精细化学品技改项目，合同编号：
20200014，声明作废。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常州）有限
公司遗失白蚁预防竣工报告，项目
名称：半导体精细化学品技改项
目，报告编号：3993，声明作废。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中科教育
实验幼儿园工会委员会遗失刘莹
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
再使用。

通 知
根据晏海燕与本公司于2013年

10月9日签署的保密、自律与竞业限
制协议，请晏海燕本人于2021年1月
20日前来本公司领取竞业限制补偿
金，如逾期未领，本公司会将竞业限制
补偿金提存至常州公证处，办理提存
公证。

常州市日晟进出口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2 日电
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地时间12日致
信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拒绝援
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免特朗普
总统职务。当日晚些时候，众议院
依然正式通过决议，敦促彭斯采取
行动。美国国会众议院预期13日
对弹劾案举行全体投票。

彭斯在信中写道：“我相信这
一行动不符合美国最大利益，也有
违宪法。”他说，宪法第 25 条修正
案只适用于总统失去行为能力或
残疾而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在目
前条件下罢免特朗普将“开创一个
可怕的先例”。据悉，此前一天，彭
斯曾与特朗普会晤。

当天早些时候，国会众议院公
布了准备付诸表决的弹劾案最终版
本，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煽动叛
乱”，要求对其进行“弹劾和审判，并
免除其总统职务，取消其拥有的相
关荣誉、信用和有酬职位资格”。

综合美媒报道，占据众议院多
数席位的民主党人已获得通过弹劾
案所需简单多数票；众议院共和党
领导层决定不劝说本党议员对弹劾
案投反对票，目前至少 3 名共和党
众议员已公开表态支持弹劾案。

多家美媒 12 日援引国会参议
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助手的话报道说，麦康奈尔对众议
院推动弹劾感到高兴，认为特朗普
犯下了可以被弹劾的罪行，弹劾有
助于使共和党摆脱特朗普。

12 日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飞
往得克萨斯州视察部分建成的美
墨边境墙时宣称：“人们认为我发
表的讲话完全恰当”，弹劾是对他

“执政以来最大规模政治迫害的延
续”，“正在引起巨大愤怒”。

虽然距离 1 月 20 日新总统就
职典礼还有一周多，但华盛顿特区
和多州首府，特别是密歇根州、威斯
康星州和佐治亚州均加强了安保措
施，上述三个州都是拜登在2020年
大选中赢得的关键摇摆州。

12 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发布备忘录谴责国会山骚乱事件，

“提醒”全体美军捍卫宪法，拒绝极
端主义。据报道，联邦执法部门正
在追捕的 150 多名国会山骚乱嫌
疑人中可能包括退伍和现役军人。

连日来，推特和脸书等美国社
交媒体公司清除了大量宣传暴力
抗议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
账号。

1月6日，部分支持特朗普推翻
总统选举结果的示威者强行闯入美
国国会大厦，打断参众两院认证选
举人团投票过程。骚乱共造成5人
死亡。在国会山骚乱前，特朗普多
次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各地支持者赴
华盛顿抗议，并在 6 日早些时候在
白宫外的示威集会上发表讲话。

依据美国宪法，众议院负责提
出弹劾案，参议院负责弹劾案审
理。如三分之二国会参议员支持
弹劾，特朗普将被定罪。

彭斯拒绝行动

美众议院将就弹劾案投票

美国国务院 12 日宣布，取消
国务院所有高级官员本周出访行
程，包括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原定
13 日开始的欧洲之行，理由是国
务院最近几天要交接工作。

消息人士说，行程取消是因为
欧洲盟友不愿意见他。

忙于交接

美国务院 11 日深夜宣布，蓬
佩奥定于 13 日至 14 日访问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将会晤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
格、比利时外交大臣索菲·维尔梅
斯。美国务院说，这将是蓬佩奥卸
任前最后一次出访。

不到 18 小时后，美国务院发
言人摩根·奥尔塔格斯说，国务
院正忙于同当选总统约瑟夫·拜
登拟定的国务院班子成员交接，
因而决定取消所有本周原定出
访行程，“包括国务卿的欧洲之
旅”。

美国国会大厦 6 日遭示威者
暴力冲击，造成至少 5 人死亡。人
们担心，20 日总统就职典礼前，美
国国内还会发生类似群体性暴力
事件。

美国务院官员强调，蓬佩奥取
消出访是为了工作交接，而不是出
于对今后几天可能发生暴力事件
的担忧。

奥尔塔格斯 12 日在一份声明
中说：“我们致力于在 8 天内顺利
有序地收尾交接工作。”

分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
维·黑尔预计 20 日中午起担任代
理国务卿，直至拜登提名的国务
卿人选安东尼·布林肯获得参议
院批准。

遭遇冷脸

路透社 12 日以多名不愿公开
姓名的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蓬佩
奥取消欧洲之行，还有别的原因，
那就是欧洲方面不愿意接待他。

美国务院原本计划的蓬佩奥
“告别之旅”中，蓬佩奥访问布鲁塞
尔并在卢森堡停留。一名外交官
说，由于卢森堡官员不愿见蓬佩
奥，卢森堡这一站被取消。

卢森堡外交大臣让·阿塞尔博
恩 7 日接受本国媒体采访时言辞
犀利，批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是“爱玩火的人”。

另一名外交官说，美国国会骚
乱发生后，盟友们对特朗普的铁杆
部下蓬佩奥访欧感到“尴尬”。这
解释了为何美方原先公布的行程
安排中没有在北约总部的公开活
动，也没有与欧盟领导人的会见。

按照美国务院原先安排，蓬佩
奥在布鲁塞尔期间，13 日会晤比
利时外交大臣维尔梅斯，之后与北
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共进晚餐。

国会骚乱后，蓬佩奥仅谴责暴
力行为，没有就特朗普是否煽动示
威者作任何评论。6日以来，多名美
国内阁官员辞职。多家美国大企业
暂停对部分共和党议员的政治捐
款，以示与特朗普“划清界限”。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初期，
蓬佩奥公开批评特朗普，之后迅速
转向，当上中央情报局局长，并在
2018 年取代雷克斯·蒂勒森出任
国务卿。多家美国媒体认为，蓬佩
奥担任国务卿期间的种种作为是
在为自己铺路，他的目标是 2024
年竞选总统。 新华社专特稿

盟友不见

蓬佩奥取消任内最后一访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北京时间
13 日 7 时 26 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91383544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1956752
例。

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
确 诊 病 例 22784091 例 ，累 计 死 亡
379551例。

据安莎社和《共和国报》网站等意大

利媒体 11 日报道，意大利米兰大学牵头
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从该国一名年轻女
性皮肤病患者在2019年11月10日的活
检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这一结果将意大利“零号病人”出现时间
提前到2019年11月。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日表
示，很高兴与中国在新冠疫苗和病毒溯源
等方面展开合作。他还表示，希望加快推

出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并在全球范围内
加快公平分配的进程。

英国政府 11 日发布了完整的新冠
疫苗接种计划，将在数月内设立更多疫
苗接种点，让疫苗接种服务覆盖更多人
群。数据显示，目前英国已有超过220万
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 12 日宣布，鉴
于国内新冠疫情严重，最高元首阿卜杜

拉同意内阁建议，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
围内实施紧急状态，以阻止疫情进一步
蔓延。

新西兰新冠疫情应对部长克里斯·
希普金斯 12 日宣布，为应对新冠疫情，
新西兰政府将实行更严格的入境规定。

马拉维总统查克维拉 12 日宣布，因
新冠疫情严重恶化，马拉维所有地区从
即日起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意大利“零号病人”
出现时间提前到2019年11月

新华社雅加达1月13日电 印度尼
西亚总统佐科 13 日上午在雅加达总统
府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的克尔来福新
冠疫苗，他是印尼国内接种新冠疫苗第
一人。

佐科通过电视直播展示了自己接
种疫苗的过程。总统医生团队成员对
着直播镜头展示了疫苗包装盒，随后在
佐科的左臂上注射了新冠疫苗。

在接种疫苗前，总统医生团队还进
行了病历核实和身体健康指标检查等；
完成接种之后，佐科被颁发疫苗注射证
书。14天后，他将凭证书接种第二剂疫
苗。

当天，印尼部分内阁部长、国民军
司令和国家警察总局局长也接种了克
尔来福新冠疫苗。

佐科本月 7 日在个人社交媒体账
号上曾表示，自己要第一个接种克尔来
福新冠疫苗，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这
款疫苗是安全的。

印尼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本月 11
日宣布，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已在印尼万
隆市完成了Ⅲ期临床试验，有效性高于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0％门槛，给予这
款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印尼从本周起在全国启动新冠疫
苗接种，将分阶段为全民免费接种疫

苗，优先接种人员为全国 130 万名医
卫工作者。印尼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
接种疫苗，在人群中逐步建立起免疫
屏障，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印尼
卫生部长布迪·古纳迪说，政府计划在
15 个月内为 1.81 亿印尼民众接种新

冠疫苗。
印尼国家抗灾署 12 日发布的疫情

数据显示，该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 10047 例，连续 7 天单日新增
高于 8000 例，累计确诊 846765 例，累
计死亡24645例。

印尼总统佐科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1月13日，佐科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1月12日电 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2 日宣布一项新规
定，要求乘飞机入境美国的旅客在起飞
前 3 天内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登机
前提供检测阴性或曾感染新冠但已康
复的证明。

美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

德当天签署了这项规定，该规定将于本
月 26 日起生效。根据这项规定，航空
公司必须拒绝不能提供相关证明的乘
客登机。

美疾控中心在一份声明中说，境外
旅客除在赴美前须进行核酸检测，在抵
达后 3 至 5 天内还须再次进行检测，并

居家隔离 7 天，这样的措施有助于减缓
旅行相关感染及新冠病毒在美国的社
区传播。

去年 12 月 28 日美国生效的一项
规定要求，所有从英国入境美国的旅客
必须出示起飞前 72 小时内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

美将要求所有入境航班乘客
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地时间 13 日晚
宣布，14 日起将新冠疫情紧急状态实
施范围扩大至大阪府、爱知县等 7 地，
以遏制新冠疫情进一步蔓延。

日本首都东京及周边3个县8日起
实施紧急状态，暂定持续至 2 月 7 日。
除大阪、爱知，新纳入紧急状态实施范
围的地区包括东京北面的栃木县、中部
岐阜县、西部兵库县和京都府以及西南
部福冈县，持续时间同样至2月7日。

截至 11 日的一周内，大阪新增确
诊病例超过 3800 例。京都和兵库单日

新增病例同样创纪录，当地医疗系统面
临压力。

自去年 12 月以来，大阪新冠重症
病例病床使用率在 70％上下浮动；本
月初住院重症病例达 171 例，创纪录。
11日，爱知住院病例696例，也创纪录，
其中重症49例。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说：
“除非我们控制住大城市疫情，否则无
法阻止疫情在全国蔓延。”他认为，日本
染疫人数依然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
民众应避免大规模聚餐等染疫高风险

行为。
大阪、京都和兵库 9 日请求政府宣

布三地进入紧急状态，栃木、岐阜和爱
知 12 日发出同样请求。福冈没有提出
请求。

西村 13 日上午在国会众议院会议
上暗示，不愿将紧急状态扩大到全国，
称“必须慎重考虑”是否把疫情控制较
好的地区纳入实施范围。路透社解读，
菅义伟对采取会妨碍经济活动的防控
举措态度谨慎。

新华社专特稿

再添7地，日本扩大疫情紧急状态范围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卫生大臣马
修·汉考克 13 日证实，让新冠患者提
前出院继续康复是政府考虑的选项
之一。

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
就媒体报道新冠患者可能会提前出院
回家或转入酒店以腾出病床，汉考克
回答，“尚未有具体提议，但我们正在
考虑”。

他说，“只会在临床上可行的情况
下对某些人”采用这种做法。“在某些
情况下，人们只需要级别更低的治疗，
他们实际上不需要待在医院病床上。”

汉考克说，英国公共医疗服务
系统国民保健制度因疫情承受巨大
压力，“我们寻找各种办法减轻这一
压力”。

英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已经超过
316万例，死亡超过8.3万人。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疫情数据，英国累计病例数量和死亡
人数都居全球第五。

英格兰首席医疗官、英国政府首
席医疗顾问克里斯·惠蒂 11 日警告，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进入“最危险时
期”，“今后几周”将是英国疫情“最坏
的几周”。

英国政府考虑
让新冠患者提前出院

新华社微特稿 加拿大一名女子
自作聪明，在宵禁时间用绳子牵着丈
夫外出，称“正在遛狗”，以为这样能规
避防疫限制，结果遭罚款。

英国广播公司 12 日援引当地媒
体消息报道，这对夫妻住在魁北克省
舍布鲁克，9 日违反为遏制新冠疫情
实施的宵禁规定外出，当晚 9 时左右
被警察逮个正着。这名妻子一本正经
地告诉警察，她在“遛自己的狗”。

警察伊莎贝尔·让德龙说，这对夫
妻丝毫不配合警察工作，分别被处以
1546 加元（约合 7877 元人民币）罚
款。

为防止新冠疫情恶化，魁北克省
自 9 日开始实行宵禁，禁止晚 8 时至
次日清晨 5 时非必要外出，但可在这
一时段在家附近遛狗。

宵禁实施第一个周末，当地警方
就针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开出750张罚
单。魁北克省省长弗朗索瓦·勒戈 11
日呼吁居民遵守防疫规定。

加拿大疫情近来持续恶化。据加
拿大电视台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2日
傍 晚 ，加 拿 大 累 计 确 诊 新 冠 病 例
674027例，累计死亡17224例。

躲宵禁

加拿大女子牵绳“遛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