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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境雅园”项目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以南泰
山路以东，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73861㎡。

一、招标单位：常州金阖诚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沙黎明
联系电话：13915022096
二、承办单位：常州市常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华怡
联系电话：0519-85160886
三、投标资格：（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
备；（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及对应的
社保记录；（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6）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报名日期：2021年8月9日至2021年8月11日(节

假日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00—4：30。
五、现场报名地点：常州市天宁区晋陵中路607号3

号楼2楼。
1、先在常州市物业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企业端)进行

网上预报名；2、网上审核通过后办理现场确认。
六、报名时需提供的材料：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

印件一份）；2、市物管处出具的诚信证明；3、公司简介和
业绩资料；4、外地企业投报的要增带市、辖市区行政主
管部门物管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证明（复印件一份）；5、
投标资格审核表(常州市物业管理网http://www.cz-
wyglw.com 自行下载)；6、上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
公章。

常州金阖诚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8月9日

“泱境雅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溧阳市故乡面馆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204810192004，声明作废。

△天宁区雕庄心语蛋糕店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编 号 ：

320402000201804260007，声 明

作废。

△王聚涛遗失32045057号人民检

察院工作证，声明作废。

△吴兴于2016年4月15日在常州美

凯龙国际电脑家电装饰城有限公司

缴纳的质保金收据，编号：SK/DZ-

1604001478，金额：贰万元整，因保

管不当，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由此

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本人承担。

△周佳怡遗失Q320731625号出生

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市金丰置业有限公司天誉城

市花园售楼处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20407000170325，声明

作废。

△常州市华丰人防建设开发公司东

方花园售楼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3204001802879，声明

作废。

△赵浩元遗失2020L1702088706

0710117军人残疾证，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

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8月6日起1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常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21年8月6日

销户公示
由常州三建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青峰山居茶舍项目（九间堂、亭云居、青

峰轩）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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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至9月15日），如有异议，请
向溧阳市建筑工程管理站反映，联系电话：87575005。

常州三建建设有限公司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32-1

08月08日09:00-10:00停电：20kV星宇线

全线（停电范围：星宇车灯股份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临检）；

08月09日06:00-13:30停电：10kV离宫线

全线（停电范围：常纺布业、东南经济开发、雕庄农

贸市场等雕庄、天宁等相关地段）；

10kV宗家线华宝纺织A1614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雕庄中心小学、淮都金属城等雕庄等相关

地段）；

10kV中村线中吴大道#29环网柜：浩里灯总

支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浩里新村部分等雕

庄等相关地段）；

08月10日06:00-14:30停电：10kV桂花线

北港桥B1527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西玛(常州)通

用设备、宝盾门业、华成电工等五星、北港等相关

地段）；

10kV棕榈线全线（停电范围：精研科技股份

等北港等相关地段）；

10kV梅花线桂花路#3环网柜：建华服饰支

111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阳湖电缆、城市照明管

理处、建华服饰商标织造等五星、怀德等相关地段）；

06:30-14:00停电：10kV新科线仙龙大队

475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排水管理处、标检产品

质量检测、硅密(常州)电子设备等三井、春江、龙虎

塘、安家、新桥等相关地段）；

10kV南海线韦米克C1976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常捷科技、创耀船用电子、摩诺克里斯光伏科

技等三井、龙虎塘、安家、新桥等相关地段）；

20kV浏阳线全线（停电范围：库柏电气、天合

光能股份、优谷新能源科技股份等三井、龙虎塘、

安家等相关地段）；

08月11日07:30-18:30停电：35kV新广线；

07:30-15:30停电：10kV顾西线劳动东路

#5环网柜：劳动东路#6柜1120开关至劳动东路

#7环网柜：劳动东路#6柜1110开关（停电范围：

正衡致远教育投资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08月16日05:30-18:30停电：10kV富强线

龙游路10号环网柜：富强#1变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富强新村部分等茶山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白鹤线丁香路1

号环网柜：北港钱家村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梁升置业、城市照明管理处、雅劲房地产

开发等五星、北港等相关地段）；

07:30-15:30停电：10kV西城线8号杆前

段（停电范围：新洲房地产开发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08:30-14:30停电：10kV翠屏线凯迪塑

料A178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凯迪粉末冶金

厂、恒利工具、哈宇工具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8月17日07:30-13:30停电：10kV宣塘

线紫荆西路#1环网柜：宣塘线出线1130开关至

白云南路3号环网柜：宣塘线1110开关（停电范

围：宣塘村民委员会、昆仑港华燃气等兰陵、永

红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8月09日08:30-14:00停电：10kV广配

线民丰路配变；

08:30-15:00停电：10kV青东线7号杆支

线侧（临检）；

08月10日08:30-12:30停电：10kV制药

线茶山勤丰三队配变（临检）；

10kV东升线中村史家配变（临检）；

08月11日08:30-14:00停电：10kV后枉

线农场西支线13号杆玻璃厂支线侧；

08月12日06:30-12:30停电：10kV文昌

线邹区卜戈新桥后万村配变；

10kV满墩线邹区卜戈新屋新屋配变；

10kV乔裕线邹区泰村新村配变、邹区泰村

殷村西南配变；

08月13日08:00-17:00停电：10kV庙前

线翟家村支线10#杆后段（临检）；

08月16日08:00-16:00停电：10kV曙光

线勤业137幢配变、勤业156幢配变、勤业143

幢配变；

08:00-16:00停电：10kV曙光线勤业156

幢支线、勤业137幢支线；

08月17日08:00-14:00停电：20kV典雅

一线府西花园#4变-1配变；

08:30-14:00停电：10kV桐家线44号杆

桐家支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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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全团同志

表现出色，取得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
牌的优异成绩，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
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党中央、国
务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你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备战参赛带来
的严峻挑战，不畏艰难，科学训练，敢于争先，
敢于争第一，圆满完成参赛任务。在过去的

16天里，祖国和人民热切关注着你们在赛场上
的良好表现，为我国体育健儿取得的每一个成
绩感到高兴和自豪。你们牢记党和人民嘱托，
勇于挑战，超越自我，迸发出中国力量，表现出
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能，生动诠释了奥
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实现了“使命在
肩、奋斗有我”的人生誓言。你们与世界各国各
地区运动员同台竞技、相互切磋，促进了交流，
增进了友谊。你们的出色表现进一步激发了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为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团
结奋斗、凝心聚力注入了精神力量。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希望你们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发扬中国体育的光荣
传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进一步提升我国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提高为国争光能力，激发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
热情，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为推动增强人民体
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祖国和人民期待着你们平安顺利归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1年8月8日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致第32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

东京奥运会8日闭幕，而8日又是我
国的“全民健身日”。奥运赛场上，中国
健儿拼搏的精神、飒爽的身姿，圈粉无
数。让我们借此东风推动全民健身活
动，强身健体做最美中国人。

全民健身，说到底是为了每一个中
国人的健康。身心健康才是最美，而获
得健康的制胜法宝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健身的机会无处不在。以忙碌为
由，堵住通向健康的途径，是因小失大。
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以及社区应推广工
间操，提供运动场地和器械；个人亦应合
理安排时间，把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健身的手段无所不包。跑步、快走、跳绳、
游泳、瑜伽⋯⋯户外室内静动结合，总有一款
适合你。网络如此发达，相关方面应推广各类
健身方法，树立标杆，让大家轻松学习。

健身的方式重在科学。要想办法让更多
人动起来、更科学地参加适宜的体育活动，医
疗卫生机构、医学科研单位以及媒体等社会
各方面应持续科普，携手助力全民健身。

“迈开腿，管住嘴”，全民健身理念日渐
深入人心，践行者随处可见，活动形式日益
丰富。让我们做最美中国人，用全民健身
的行动打造一个健康中国。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强身健体，做最美中国人

8 月 8 日，第 32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是中国代表团旗手苏
炳添进入体育场（8月8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
护规划》，要求各相关部门和沿线省份结
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整合长城沿线 15 个省区市文物和
文化资源，按照“核心点段支撑、线性廊
道牵引、区域连片整合、形象整体展示”
的原则构建总体空间格局，重点建设管
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
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长城文物和文化
资源保护传承、长城精神文化研究发掘、
环境配套完善提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数字再现工程，突出标志性项目建
设，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长城保护传
承利用体系，着力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打造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明的

重要标志。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整合大运河沿线 8 个省市文物和文
化资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
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深入阐
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
精神，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加强主题展示
功能，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提升传统利用
水平，推进实施重点工程，着力将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
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
丽名片。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整合长征沿线 15 个省区市文物和文化资
源，根据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构建总
体空间框架，加强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
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建设，实
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
合、数字再现、教育培训工程，推进标志性
项目建设，着力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成为呈现长征文化，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
色血脉的精神家园。

长城、大运河、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典型案例。
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当前疫情防控中的突出问题和难点，是
从前期发布的 14 批典型案例中选取的 5 起，充实法院经审
判后作出的判决结果后予以发布。

该批典型案例主要涉及两个罪名：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包括：河北省内丘县梁某
某、任某军、任某辉等人妨害传染病防治案，湖北省嘉鱼县
尹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韦某某
妨害传染病防治案，四川省南充市孙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
案，辽宁省鞍山市赵某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表示，在当前严峻的防控
疫情形势下，依然还有极少数人明知政府从严防治的要求，
无视疫情传播严重形势，继续以侥幸心理甚至无视法治，我
行我素，违反限制流动、居家隔离、如实报告等防控措施，造
成疫情传播严重后果或者传播严重风险，对疫情防控秩序造
成破坏。在此期间，对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典型案例进行跟
踪回顾，是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有清醒的
认识，对疫情防控措施有正确的理解，服从国家疫情防控大
局，群策群力，严格守法，服从管理，携手战胜疫情。

最高检跟踪发布
5起涉疫犯罪典型案例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8 日
通报，8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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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
入病例 15 例（上海 6 例，云南 4 例，广东 3 例，四川 2 例），本
土病例 81 例（江苏 38 例，河南 24 例，云南 7 例，湖北 6 例，
湖南 6 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3 例，均为境外
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截至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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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7 例（其中重症病
例 44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7558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370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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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例，其中境外输入25例，本土5例（湖北
3例，河南2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24例（境外输入1例）。

国家卫健委通报：

7日新增本土病例81例

新华社南京 8 月 8 日电 江苏省扬州市纪委监委 8 日
发布通报，当地有核酸检测点出现交叉感染，多名干部因疫
情防控不力被问责。此前，广陵区湾头镇财政结算中心工
作人员王强（已因严重违法被立案调查并停职）被确诊为新
冠肺炎病例，并已造成23人感染的严重后果。

通报称，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在对王强核酸检测混采
阳性进行复检的过程中，邗江区有关方面在隔离管控等环
节工作失职，落实防控措施不实不细，造成疫情扩散。邗江
区监委对此立案调查后，分别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区卫健
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流调隔离组副组长
蒋蔚，区疾控中心主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采样检测组副组
长黄友政务警告处分。市监委责令邗江区政府分管卫生防
疫工作的副区长、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总指挥丁明哲作出
检查，并对其通报批评。

7月29日，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核酸检测点设置不规范、
现场组织混乱，导致在该检测点与王强密切接触的多名人员
被感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广陵区纪委监委对此立案审查
调查后，对负有责任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进行了问责追究，
其中：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梁文祥，作为核酸检测
点第一责任人，负有直接责任，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湾头镇
党委委员、人武部长王磊作为挂包领导，未按要求规范组织、
管理检测现场，负有直接责任，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湾头镇
副镇长孙超作为分管领导，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负有主要领
导责任，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区疾控中心主任、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采样检测组副组长吴宏祥，指导督促不力，负有直接责
任，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市纪委监委责令广陵区委副书记、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总指挥李斌作出检查，并对其通报批评。

核酸检测点出现交叉感染

扬州多名干部被问责

新华社微特稿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 7 日
说，一艘陪葬古埃及法老胡夫的太阳船已由
胡夫金字塔附近搬迁至大埃及博物馆。

旅游和文物部在声明中说，搬迁旨在“为
后代保护和保存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古老的
木制工艺品”。

这艘太阳船长约 42 米、重约 20 吨，由雪
松木制成，历史超过4500年，保存完好。

据埃及中东通讯社报道，有关部门为这
次搬迁专门从比利时购买了一辆可远程控制
的运输车。太阳船整体置于运输车上一个巨
大的金属箱内，6 日晚启程，行程约 7.5 公里、

用时大约10小时，于次日早晨抵达大埃及博
物馆。

路透社照片显示，金属箱大致呈长方体，
外侧绘有太阳船图案。搭载它的运输车在多
名工作人员和多辆汽车护送下缓缓前行。

太阳船是古埃及法老大型陪葬品，是古
埃及文物精品。胡夫是古埃及第四王朝一位
法老。他去世后，其子用太阳船将他的木乃
伊从当时的首都孟菲斯运至吉萨，葬入金字
塔，船体随后被拆成小块放入石坑。

此次搬迁的就是埃及迄今出土的第一艘
胡夫太阳船。

埃及胡夫太阳船搬家

继 6 日夺取尼姆鲁兹省首府，阿富汗塔
利班 7 日和 8 日宣布又攻占朱兹詹省和昆都
士省首府。阿富汗国防部8日否认昆都士省
首府“陷落”。

塔利班发言人 7 日说，塔利班当天攻占
朱兹詹省首府希比尔甘市。阿富汗内政部发
言人则说，塔利班仅占领希比尔甘部分地区。

不过，朱兹詹省副省长卡迪尔·马利亚说，
希比尔甘“不幸陷落”，政府军已撤离市区，转
至郊区机场驻防。他说，政府军将在增援部队
和民兵武装协助下，把塔利班逐出这座城市。

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塔利班与政府
军激战一周后攻占希比尔甘。希比尔甘市人
口大约13.2万，朱兹詹省与土库曼斯坦接壤。

朱兹詹省是阿富汗前第一副总统阿卜杜
勒·拉希德·杜斯塔姆的家乡。杜斯塔姆是与
阿富汗政府联合抵抗塔利班的重要军事人物
之一，他的儿子正在朱兹詹省领导一支民兵
武装对抗塔利班。

阿富汗总统府7日说，总统阿什拉夫·加
尼当天在首都喀布尔与杜斯塔姆会面，讨论
朱兹詹省安全局势。杜斯塔姆所领导政党的
发言人说，杜斯塔姆请求政府向希比尔甘调
派至少500名突击队员，帮助夺回这座城市。

美国 5 月 1 日开始从阿富汗仓促撤军，
定于8月31日结束在阿军事任务。塔利班5
月以来连续猛攻，夺取不少地区，目前在多个
省会城市与政府军激战。 新华社专特稿

塔利班宣布三天攻占三省首府

这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的
图片显示的是超新星爆发的景象。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人员日前
发表公报说，他们与多国研究人员合
作，捕捉到了超新星爆发的“最初景
象”。这是天文学家第一次细致地观
测到完整的超新星爆发过程，有助于
研究宇宙起源。 新华社发

超新星爆发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