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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42-4
注：原定10月23日07:30-12:

30停电：35kV波林线停电时间变更
为12:30-19:30；请以上线路的相关
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10月21日07:00-10月22日
19:00停电：35kV园利线、35kV水
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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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日12:30-19:30停电：
35kV引水线、35kV波林线；

10月25日07:00-10月26日
20:00停电：220kV龙天线；

10月25日06:00-10月27日
19:30停电：35kV遥电线、35kV遥
热线；

10月25日06:00-18:00停电：
10kV兰陵线郊区法院698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工人新村部分、水岸人家
部分、开元生活服务等天宁、兰陵等
相关地段）；

10kV清潭线广仁路#4环网柜：
工人南40幢配变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工人新村等兰陵等相关地段）；

07:00-15:00停电：10kV凯纳
线运河路#6环网柜：机箱厂配变115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嘉乐钢板网制
造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07:00-16:00停电：10kV新街
线三堡街2号环网柜：勤业79幢支
1150开关至勤业79幢支线12号杆
（停电范围：枫丹花园部分、航仪宿舍
部分、三堡街部分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政成
线紫云苑#1中01开关至紫云苑#8中
间变电所：紫云苑#1中Ⅰ段1110开
关（停电范围：青龙中心幼儿园等青
龙等相关地段）；

10月27日07:30-13:00停电：
10kV关东线关河东路#5环网柜：九
洲食品城一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关河大润发商业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10月28日07:00-17:30停电：
10kV白鹤线前钟村B1241开关至金
伟塑料B1526开关至丁香路1号环网
柜：白鹤线1110开关、丁香路1号环
网柜：白鹤线出线112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钟楼肯特汽车销售服务、北
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众恒汽车
销售服务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10月29日00:00-01:00停电：
20kV延申线全线（停电范围：东渡国
际青年城部分、天逸城部分等薛家等
相关地段）；

20kV绿地一线全线（停电范围：
悠活城部分、绿地世纪城部分等三井、
新闸、薛家等相关地段）；

20kV中油线（停电范围：多棱多
铸造、中海油常州环保涂料、安莉芳

服装等薛家、新闸等相关地段）；
20kV国展线全线（停电范围：凤

凰湖西苑部分、雅生活智慧城市服务
股份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20kV凤凰一线全线（停电范围：
凤凰湖壹号花园部分、凤凰湖花园部
分等薛家、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特雷线汉江西路#1环网
柜：特雷线211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凤凰湖壹号花园部分、凤凰湖花园部
分等薛家、三井等相关地段）；

07:00-15:00停电：10kV戚北
线龙锦路6号环网柜：戚北线出线
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科能电力
机械、金仁煜塑胶厂、宁沪高速公路
股份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8:00-13:30停电：10kV后肖
线南新桥982开关至薛家绍家714
开关（停电范围：明远宏图幕墙、永杰
蒸发器、鸣科包装等三井、薛家、河海
等相关地段）；

20kV特雷线立纺B1762开关
至汉江西路#1环网柜：特雷线2110
开关（停电范围：特雷克斯机械、立达
纺织仪器、中海油环保涂料等三井、
薛家、新闸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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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日07:30-14:30停电：
10kV景园线孟河固村配变、孟河周
巷站配变、孟河殷桥站配变；

08:00-13:30停电：10kV安家
线21号杆支线；

09:00-15:00停电：10kV邹南
线科丰化工支线6号杆后段；

10月26日08:00-15:00停电：
10kV文杰线郑陆横沟21队配变、郑
陆横沟8队配变、郑陆横沟杜家村配
变、郑陆横沟三丁桥配变、郑陆横沟
杨元配变；

10kV卧龙线孟河新区支线1号
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临检）；

08:30-14:30停电：10kV汽配
线石桥环岛支线2号杆后段；

10月27日07:30-14:30停电：
10kV汽配线实业汽配厂配变；

10kV孟东线黄山站配变；
10kV万绥线水沟西配变；
10月28日08:00-14:00停电：

10kV灵宝线临江花苑103号配变；
12:00-17:00停电：10kV葛庄

线西夏墅东南村李家配变；
10月29日08:00-13:00停

电：10kV西工线宣家配变、浦河宣庄
2号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孟城
线孟河商家配变、孟城树新配变、头
甲变配变、孟河谢巷变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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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根据债权人深圳市万至达电机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1年9月14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未来伙伴机器人（常州）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1年10月15日指定江苏常联律师
事务所、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常州分所为
破产管理人。未来伙伴机器人（常州)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1年12月15日前,向未来伙伴机器人（常州)有限公司破
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宜路377号武进
国家高新区创新产业园 23 栋;联系人承律师电话:
013813661329;周会计电话:013701503721）申报债权。逾
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来伙伴机器人(常州)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未来伙伴机器人（常州）有
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21年12月25日下午14时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
民法院第五法庭召开,请各位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附：联系地址：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安路
联系人：民二庭 周建强
联系电话：0519-88311777

二○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苏0412破40号

停水通知
尊敬的客户：

因西石桥水厂两路进线停电而导致水厂停产，我司将于10月
22日6时至19时对全市部分区域停水降压，并将暂停对金坛、皇
塘等地区的供水。区域如下：横山桥镇、郑陆镇停水；长江路以东、
怀德南路以南直供水客户供水压力受影响；晋陵路以东、青洋路以
西、黄河路以南、河滨路以北区域以及圩塘街道、龙虎塘街道四楼
及以上直供水客户停水；丁堰街道、潞城街道、戚墅堰街道三楼及
以上直供水客户停水。二次供水客户基本不受影响。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友情提醒，请停水降压区域的市民
客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并相互转告。停水期间请关闭水龙头，以
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来电后我们将立刻恢复供水，可能会
出现短时间的水质波动，敬请市民谅解。如有疑问，可致电24小
时常水热线88130008进行咨询。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8日

星河丹堤花园2#地块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星河丹堤花园2#地块项目位于武进区环湖北路北侧，凤苑

南路西侧，延政路南侧。由常州星河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39400.09㎡。现公开选聘物业服
务企业实施前期物业管理，请有意愿的物业服务企业，于2021年
10月21日—10月25日（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
1:00—4：30时，携带本公司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公司简介、
类似业绩（合同）资料（上述资料原件及加盖公章复印件），到常
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理处物业管理中心（417室）报名。

报名地点：常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理处物业管理中心
（417室）

联系人：左昕 蒋小芬
联系电话：13685221117 13861063094

常州星河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春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1日

声明作废
86603740

△龚振红遗失骨灰存放证，证号：

XVI0194748，声明作废。

△李慧娟遗失鸿韵常州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4835549号收据，声明作废。

△常州市玉昌物资有限公司遗失

320400250904977号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声明作废。

销户公示
由江苏天启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

新北区汤庄桥小学扩建工程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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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1日至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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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日下午就推动
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
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
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
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
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面向未来，更
要激发数字经济潜能，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数字中国活力涌现
今天，很多人的一天也许是这样度过：

扫二维码骑共享单车上班，打开在线办公软
件与同事远程会议，一键下单购买外卖，在
电商平台添置生活所需⋯⋯一大批数字技
术应用走进现实，潜移默化改变着生活的点
点滴滴。

日益便捷的数字化生活里，有数字中国
的铿锵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
数字经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
战略，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支持基于互联网
的各类创新。数字化浪潮向更大范围、更高
层次、更深程度拓展，持续驱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
亿元，占GDP比重为38.6％。截至2021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目前5G基站数
已达115.9万个，5G终端连接数达4.5亿户。

不断丰富的应用创新中，彰显了数字经
济的澎湃动力——

大量设备入网上云，海量数据毫秒级传
输，更多行业和企业获得数字升级的机遇；
导入消费数据捕捉潜在需求，供给端的数字
化变革加快柔性制造的普及⋯⋯

截至今年 6 月底，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
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分别达 53.7％和 73.7％。数字技术在更深
层次、更广领域加速拥抱传统产业。

“数字经济不仅分量越来越重，也让经
济转型升级更有力，让高质量发展更有效。”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说。

数字机遇正逢其时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数字

技术、数字经济成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先机。当此之际，更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新
机遇、开拓数字经济发展新局面。

要在认识上，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
“三个有利于”——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
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
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也要辨清发展形势，把准产业趋势——

“当下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我国经济社
会数字化转型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工程院
院士邬贺铨认为，数字经济满足高质量发展
的需要，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正在促进
生产力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近年来，我国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等领域取得一些优势。但数字经济发展仍
然存在不同区域、产业、企业间发展不平衡
问题，数字技术基础、产业链价值链掌控力
等有待提升。业内专家指出，既要洞察产业
发展的前沿方向，也要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
实现数字经济更好发展。

“如果说‘十三五’数字经济主要从消费
端的平台发力，那么‘十四五’生产端数字
化、智能化将成为重要的新增长点。”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认为，着眼实体
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是需求所致，也是风口
所在。

“要在进一步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支撑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大力推动
制造业数字化升级。”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说，
工信部将统筹抓好智能制造工程、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行动和中小企业数字赋能行动，让
数字技术更好赋能大中小企业发展，增强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弹性。

规范数字经济发展 完善治理体系

更好地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方能更好地
释放潜力与活力。

如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怎么解
决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问题，怎样更好保障
信息安全⋯⋯答好这些问题，需要探索数据
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安全流通和应用机制，
建立适应新业态发展要求的管理制度，不断
强化产业基础、提升技术能力、推动更广泛
融合。

中央已明确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
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是其中之一。记
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在电信和互联网领域，
工信部加大力度提升技术检测能力，在技术
手段提升、协同融合监管等方面实现新突
破。在数据和网络安全方面，由工信部起草
的《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3 年，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一批网络安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是题中之义。
工信部提出，将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和政
策制度，更加注重健全完善事中事后监管
长效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完善协调机制，
让各类企业在公平合理的规则下实现健康
有序发展。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激发数字经济潜能，这步棋中国怎么走？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国家卫健委 20 日通报，10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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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3例（上海7
例，广东3例，福建1例，河南1例，陕西1例），含3例由无症状
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河南1例，广东1例，陕西1例）；本土病
例17例（内蒙古8例，其中阿拉善盟5例、锡林郭勒盟3例；甘
肃4例，均在兰州市；北京1例，在丰台区；贵州1例，在遵义市；
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陕西1例，在西安市；宁夏
1 例，在吴忠市），含 1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陕
西）。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其中本土病例17例

19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30例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9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9日宣布，IMF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
任戈皮纳特计划明年1月离任、回到哈佛大学继续执教。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发表声明说，戈皮纳特作为IMF 首
位女性首席经济学家已经创造了历史，她在国际金融和宏
观经济方面的敏锐才智令IMF受益匪浅。

IMF 表示，戈皮纳特参与撰写的研究论文推动 IMF、
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联合工作组，
以协调加快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冠疫苗交付工作。戈皮纳特
的贡献还包括帮助一些经济体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并在IMF内部推动设立气候变化工作团队、分析缓解气候
变化影响的最佳政策。

戈皮纳特出生于印度，拥有美国和印度国籍。她于
2010年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职，在汇率、贸易和投资、货币
政策、新兴市场危机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2019 年 1 月，
戈皮纳特正式出任IMF首席经济学家。

IMF首席经济学家
可能更换人选

美国媒体 19 日报道，美国脸书公司或于下周更名，以
反映未来趋势，从社交媒体公司发展为元宇宙公司。

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积极倡导打造元宇宙，
一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新型虚实相融互联网平台。他 7
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脸书数年内将从“一家社交媒体公
司变成一家元宇宙公司”。

美国“临界点”网站 19 日援引了解情况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扎克伯格拟在本月28日召开的年度会议上发布公司
更名计划。实际发布时间也可能早于这一时点。更名后，

“脸书”可能作为母公司旗下社交媒体品牌保留，如公司其
他品牌Instagram和WhatsApp等。

脸书 17 日发表声明，称 5 年内将在欧盟国家雇用 1 万
名高技能人才推动元宇宙建设。脸书认为，元宇宙是虚拟
互联体验的新阶段，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创造更强的“虚拟存
在”，令在线互动更接近真实互动体验。

“临界点”网站报道，脸书已有上万名雇员致力于打造
虚拟现实技术的消费者设备，如 AR 眼镜。在扎克伯格看
来，这些设备将像智能手机一样普及。

按“临界点”网站说法，公司更名还有望让扎克伯格所
推动的未来事业与眼下麻烦进一步“切割”。脸书前雇员弗
朗西丝·豪根近期向媒体公开大量脸书内部文件并在美国
国会作证，指责脸书追逐巨额利润，在保护青少年用户上不
作为，即便公司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眼下，脸书公众信任
度下降，反垄断机构也希望拆分脸书。

扎克伯格否认豪根说法，称其言论“毫无逻辑”。
脸书将不是第一个更名的知名技术公司。谷歌公司

2015 年变身为母公司字母表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字母表
重组业务后，下属其他子公司业务包括无人驾驶汽车和医
疗技术。 新华社专特稿

定位元宇宙 脸书或更名

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19日发生一起飞机坠毁事故，机
上 21 人全部生还，其中 2 人受轻伤。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
布的消息，当地时间 19 日 10 时 30 分左右，一架麦道 MD－
87 型飞机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行政机场起飞时撞上一根
电线，随后坠毁在一片田野。 新华社／美联

10月20日清晨6时许，随着北京冬奥组委赴希腊代表团抵达首
都机场，北京冬奥会火种顺利抵达北京。

火种欢迎仪式于当天上午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北侧的奥林匹克
塔举行。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点燃仪式火种台。

这里曾在2008年见证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夏季奥运会，而在
明年2月4日，“鸟巢”将上演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北京也将随之成
为世界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北京冬奥火种北京冬奥火种
抵达北京抵达北京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20日发布前三季度我国吸收外资数
据，1 至 9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595.1 亿元，同比增长
19.6％，引资结构持续优化。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6853.2 亿元，同比增长 22.5％。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增长29.1％，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33.4％，高技术制造业
增长15.2％。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说，考虑
到去年同期高基数以及当前国际经济复苏乏力等因素，前三季
度吸收外资增速相比上半年呈现回落，但总体看，吸收外资依
然保持较高增速，凸显我国仍是全球最佳投资目的地之一。

前三季度我国吸收
外资增长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