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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41-4

注：原定10月20日08:00-14:00停电：
10kV灵宝线临江花苑103号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10月 20日 07:30-11:30停电：
10kV振兴线陈市李家村配变停电撤销；请以
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10月15日07:20-17:00停电：10kV汤
叶线夏家A1165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欧胜高
空升降平台设备制造、城市照明管理处等罗溪、
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汤松线海之杰B1419开关前段（停
电范围：凯鹏液流器材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合欢线运河变
4号环网柜：合欢线出线113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阿鲁克邦复合材料、常泰建设集团、新申
达信息科技等五星、北港等相关地段）；

07:30-16:00停电：10kV钢扣线振中路
6号环网柜：钢扣线出线1130开关至徐水村
B1226开关（停电范围：三博金属制品、倍加超
电机、久林工具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8:00-13:00停电：10kV香江一线怀德
中路#13环网柜:怀德中路#6箱116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花园路部分、怀德中路部分等南
大街等相关地段）；

10月15日07:00-10月16日19:00停
电：110kV常铁线；

10月16日07:30-15:30停电：10kV城
医线全线（停电范围：武进人民医院等红梅等
相关地段）；

10月17日06:30-10月18日19:30停

电：35kV武北线、35kV新水线；
10月18日08:30-14:00停电：10kV灯

东线全线（停电范围：常顺铸造、联球塑料制品
厂、华晖陶瓷厂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康庄线全线（停电范围：光辉灯具
市场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9:00-15:00停电：10kV福地一线通江
大道#1环网柜:书香世家花园1号变II段114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书香世家花园部分等三
井等相关地段）；

09:00-15:30停电：10kV宝龙四线勤业
变至星雨华府1号中间变电所：宝龙四线1110
开关至财经学校西B1529开关至宝龙国际花
园01开关（停电范围：上海宝龙物业管理、天
主堂、城市照明管理处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10月19日07:30-13:30停电：10kV云
东线美嘉服饰A1598开关至白云新村5号环
网柜：云东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远传智能
科技等花园、五星等相关地段）；

08:20-15:40停电：10kV荡南线中吴大
道#76环网柜：荡南陶家支1120开关至荡南
陶家支线16号杆（停电范围：润泓房地产开发、
常欣电子衡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等茶山、
兰陵等相关地段）；

09:00-14:00停电：20kV新龙一线龙六
路2号环网柜：云台山路#1柜215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常州技师学院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10kV软件三线软件园5号环网柜：软件
园#3柜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中房物业、
城市照明管理处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0月20日08:00-17:00停电：10kV民

中线民营#1中间变电所：民中线1110开关前
段（停电范围：工学院资产经营、三晶世界科技
产业发展、常柴股份等三井、安家等相关地段）；

10月21日07:00-10月22日19:00停
电：35kV园利线、35kV水厂线；

10月21日08:00-14:00停电：10kV
新大线新桥大街#4环网柜：新景大街1号柜
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国展物业服务、
牡丹弘都房地产、润源电力建设等新桥等相
关地段）；

10月22日07:30-13:30停电：10kV
油库线高新磁钢339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城市照明管理处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07:30-16:00停电：10kV新昌线新
庆路1号环网柜:新昌线1110开关前段、新
庆路1号环网柜：新闸薛家塘支114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汇新创业
孵化管理等新闸等相关地段）；

08:00-13:00停电：10kV荡南线中
吴大道 127 号环网柜：中吴大道#78 柜
1120开关至中吴大道#91环网柜：中吴大
道#78柜1110开关（停电范围：复兴家园部
分、荡南村村民委员会、仁慈医院等茶山、兰
陵等相关地段）；

10kV灵宝线魏村东C1938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魏村花苑部分、沿江东路部分、
东方园部分等魏村、春江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圩墩线中
吴大道#21环网柜：港化支113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东南开发区宏伟建筑装璜材料
厂、雕庄街道办事处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恒安线锋
宇电子C152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伊发电
器厂、盛泰电器设备厂、昊特嘉机电科技等
郑陆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兆丰线全
线（停电范围：东印小区部分、兆丰花苑部
分、名庭大酒店等北环、天宁、青龙街等相关
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10月15日08:00-14:00停电：10kV

焦镇线74号杆支线侧；
10月18日07:30-17:30停电：10kV

新池二线汤庄后二队配变；
10kV龙庙线河北站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丰北线郑陆

东姚村西配变；
10kV河镇线郑陆河口江沟配变、郑陆

中绛刘家旦配变、郑陆中绛邹家村配变；
08:00-17:30停电：10kV尚座线排水

住宅配变；
08:30-10:30停电：10kV娑罗线娑罗

家园配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临检）；
10月19日07:30-13:30停电：10kV

九南线奔牛九里费里塘配变、奔牛九里汤家
塘变配变；

07:30-15:30停电：10kV济农线合一
玻纤支线8号杆后段；

08:00-15:00停电：10kV东古线郑陆
东古白洋桥配变、郑陆东古白洋桥二队配
变、郑陆东古村东古配变、郑陆张前沟电站
配变；

10kV文杰线郑陆横沟杨园前村配变、
郑陆后横沟灯总配变；

08:00-17:30停电：10kV西仓线西郊
路配变；

10kV立新线五星沈东配变（临检）；
10月20日08:00-14:00停电：10kV

泥河线郑陆泥河后塘桥东配变；
10kV新沟线郑陆中绛村南配变；
10kV小湾线孟城大树新村配变、孟河

腾村巢家配变、静海新村配变、孟河静海六
圩配变；

08:00-17:30停电：10kV怀德线邮电
公寓配电所 #2配变次总402开关后段；

08:30-10:30停电：10kV龙庭二线阳
光龙庭#1中间变电所#2配变（临检）；

09:00-15:00停电：10kV仇巷线孟河
董家新村西配变；

10月21日07:30-17:30停电：10kV
魏北线安家路西孔家塘配变；

10kV创业线春江龙舍地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焦镇线 84

号杆市镇1#变支线侧；
10kV小湾线山北机站配变、山江河南

村变、山江机站配变、新村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双力线郑陆

牟家油车桥配变、郑陆牟家袁家村配变、郑
陆牟家袁家村北配变；

10kV刘村线郑陆庙前大队灯总配变；
08:30-15:30停电：10kV环城线五星

配变、林场配变、苗圃北场配变；
10月22日07:30-13:30停电：10kV

小湾线大树站配变；
10kV环城线山南站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魏宇线春

江新华四队河边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小湾线九

圩配变、卧龙九圩西配变、卧龙十圩配变、孟
河朱家西配变；

10kV满墩线邹区卜弋新屋王羊配变、
得盛炉具支线；

08:00- 15:00 停电：10kV 葛庄线
156号杆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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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作废
86603740

认尸启事
2021年9月30日，在京杭大运河戚墅堰站货

场附近河道内发现一具女尸，身高约160厘米，中
老年人，发长10至15厘米，有白发，上身着长袖衬
衫（紫红色带花纹、衣袖卷起），下身着黑色长裤，
无随身物品。望死者家属或知情人士速与公安机
关联系。

联系电话：0519-88701808遥观派出所值班
室电话，18136710955陈警官。

遥观派出所
2021年10月13日

△常州森源力拓开关有限

公司遗失3204020002016

10310024号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声明作废。

△常州市河海篮球俱乐部

遗失 J3040021157101 号

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金坛市城东尔好保健食

品经营部遗失3204823024

008 号税务登记证，声明

作废。

△天宁区茶山福庆铁艺制

品经营部遗失法人章，声明

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韩清遗失12002字0203

号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毕业证书，声明

作废。

△天宁区茶山合轩悦咖啡

馆遗失食品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JY2320402014992

1，声明作废。

△沈雷振遗失老式军官退

休证，身份证：3204041958

08302816，声明作废。

常州冉汇建材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 2021 年 10月 9日股
东会决议，常州冉汇建材有限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
至1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
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常州冉汇建材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2日

清算公告
常州九通焊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解散公

司，并成立公司清算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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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岚
联系电话：13961252353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工业大道6号

常州九通焊材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3日

寻人启事
本辖区居民朱秀英，性别

女，出生日期1967年6月3日，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320483196706038444，户籍地

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

镇浦前村委，于1991年出走，至

今下落不明。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13 日 电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华 春 莹 13 日 宣
布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将 于 10 月

14 日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二届联合
国 全 球 可 持 续 交 通 大 会 开 幕 式 并
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联合国
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0 月 13 日同德国总理默
克尔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在友好的氛
围中回顾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并
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
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
之相知，贵在知心”。这句话，既是对
我们多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诠释，也是
过去 16 年来中德关系保持平稳健康
发展的重要经验。中国人重情重义，
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中国的大门随
时向你敞开。希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
中德、中欧关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边关

系、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治国理政经验
等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了双边关系向前
发展，推动了中德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神，发挥两国经济
互补性，实现了共赢。中国和德国自身
发展得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更大。
这证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和
博弈，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德关系应该
牢牢把握的主基调。明年是中德建交
50 周年。双方关系发展何去何从，保持
正确方向至关重要。中方始终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德关系，愿同德方
保持高层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友
谊，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开拓能
源转型、绿色和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新
领域，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
欧双方的共同心愿。中欧都主张维护多
边主义，都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都认为中欧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分
歧。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
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日
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要
力量，有责任加强合作，团结应对。双方
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待中欧关系，客观
全面地相互认知，理性平和、建设性地处
理差异分歧。希望欧方坚持独立自主，
真正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团
结，同中方和其他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
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纪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年来的

每次交往都记忆犹新。我们就共同关心
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
促进了德中关系和欧中合作的良好发
展。我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国实现了快
速发展，国力今非昔比，并且展现出巨大
潜力。我一贯主张，欧盟应独立自主地
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双方可以就彼此存
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流，相
信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杂因素继续
发展。德方赞赏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作努力，愿同中方共
同办好庆祝德中建交50周年活动，继续
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
挑战。我将继续为促进德中、欧中理解
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据新华社广州 10 月 13 日电
13 日在广州举办的第 130 届广交
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对外贸易中
心主任储士家介绍，第 130 届广交
会已经基本筹备就绪，线下着力打
造品牌精品展，吸引了一大批境内
外个人及组团采购商；线上企业上
传展品数量创历史新高。

本届广交会线下展览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按 16 大类商品设置
51 个展区，展位总数约 2 万个，参

展企业 7795 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
超过八成；品牌展位占比近六成，较历
届广交会大幅提升；境外参展企业近
百家。

在线上，本届广交会约有 6 万个
展位，约 2.6 万家中外企业参展。目
前企业上传展品约 282 万件，创历史
新高，其中新产品约88万件。

本届广交会将于 15 日至 19 日首
次线上线下融合举办，其间还将举行
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等活动。

第130届广交会基本筹备就绪
近八千家企业线下参展！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记
者 13 日从公安部获悉，自今年 10
月20日起，在全国第一批推广应用
基础上，驾驶证电子化公安交管便
利措施将在太原、沈阳、哈尔滨等
110 个城市第二批推广应用。第二
批 110 个推广应用城市将自 10 月
20 日至 26 日错峰上线电子驾驶证
申领功能，驾驶人可以对照本地启
用时间安排，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
12123”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下
一步，公安部将加快驾驶证电子化
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此前，驾驶证电子化在北京、上
海、广州等 28 个城市启用，已有 1600
多万名驾驶人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
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可以在办
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
用，并可以拓展客货运输、汽车租赁、
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

据了解，自今年9月1日起，公安部
在全国第一批推广应用驾驶证电子化、
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交管 12123”
App 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交通事故
证据材料网上查阅4项“我为群众办实
事”公安交管便利措施。

10月20日起——

新增110个城市启用电子驾驶证

10 月 13 日，中远海运“天秤座”轮停泊在上海洋山港二期码头（无人机照
片）。当日，第四届进博会首批海运展品在上海洋山港完成卸船吊运。这批展
品搭乘中远海运 2 万标箱级超大型集装箱轮“天秤座”轮从德国汉堡港装船，
经海运抵达上海。 新华社发

第四届进博会首批海运展品抵达上海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
希望的时代。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着眼应对
全球性挑战、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明确
提出了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4
点主张：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
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
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福祉为中
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国际法为基
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
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显著上升。人类社会面临的治
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
有增无减，实现普遍安全、促进共同发
展依然任重道远。人类进入工业文明
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
时，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
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
盾日益显现。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
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
战。同时，世界多极化趋势没有根本改

变，经济全球化展现出新的韧性，维护多
边主义、加强沟通协作的呼声更加强烈。
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
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习近平主席明
确指出“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
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引
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
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
遭到自然报复。只有以生态文明建设为
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才能共建万物
和谐的美丽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以绿色
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才能
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生态环
境关系各国人民的福祉，必须充分考虑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良环
境的期待、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只有以
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
能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更多更公平惠
及各国人民。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

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只
有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
际治理体系，才能保障各国平等发展权
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如何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
关系，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解决好
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
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
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
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
展，要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
方向，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
遇，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把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绿水青山产
生巨大效益，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同时要加
强绿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成果；以
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

心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实现
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
困等多面共赢，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各国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国际法为基础，
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要厉行
国际法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通
过制度和规则来协调规范各国关系，有
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不能合则用、不
合则弃，设立新的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
顾雄心和务实平衡，使全球环境治理体
系更加公平合理。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
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
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
共生这一条出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
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我们就一
定能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
好的世界。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论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主旨讲话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台
当局立法机构负责人近日受访时
称，“2028 年前可达成台美‘建交’
目标”。有岛内网友讽刺说，“又
在做白日梦”“欺骗人民”。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 13 日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应询指出，“这就是白日
梦。他把这个梦带进棺材里也实
现不了。”

马晓光应询时还强调，台湾
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也是中美关
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美国
在 台 湾 问 题 上 对 中 国 是 有 承 诺

的，美国应切实恪守这个承诺，不要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更不
要给“台独”势力撑腰打气，以免进
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
稳定。

有记者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1 日称，将进一步深化日台间的合
作 交 流 ，有 分 析 认 为 ，这 代 表 日 方
有意与台强化关系。请问对此有何
评论？

马晓光回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我们一贯坚决反对我建交国同
中国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

系。我们希望日本新政府恪守中日四
个政治文件精神和一个中国原则，妥
善处理涉台问题。

在应询回答民进党当局与索马
里兰互设所谓“代表处”、长期向索
马里兰有关政客以及家族提供巨额
贿赂有关问题时，马晓光指出，从李
登辉到陈水扁，一直到今天的民进
党当局，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金钱外
交”。近一段时期，他们为了勾连外
部势力谋“独”挑衅，变本加厉采取
各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法，这都是
众所周知的事情。

2028年前台美“建交”？国台办：白日梦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专特稿 据美国媒体12日报
道，美国苹果公司可能因芯片供应压力
将最新系列 iPhone 13 智能手机产量
最多削减1000万部。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因为博通公司和
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等美国芯片供应商眼
下难以足量交付相关元件。苹果公司向
客户交付新机型手机的能力已面临压力，
苹果网站接到订单后需要一个月左右才
能发货。按照彭博社说法，有迹象表明，
芯片短缺问题正在恶化。

苹果或削减
iPhone 13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