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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43-4

注：原定10月29日08:00-15:00停电：
10kV景园线粮食加工厂支线3号杆刀闸上引
线后段停电撤销；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
查询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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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01日07:30-14:30停电：10kV刘
村线焦溪新沟河2号环网柜：舜南种子厂配
115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麦迪威尔医疗器械、
佳发食品改良剂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30-16:00停电：10kV吕墅线吕墅街
591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创科建筑材料、红榴
电镀、新群安建材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11月02日09:15-14:45停电：10kV名
城二线凤凰名城#2中间变电所：中天创元二
12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西藏新城悦物业服
务股份等百丈等相关地段）；

11月03日06:30-11月04日19:30停
电：35kV智胜线；

11 月 03 日 06:00- 21:00 停 电 ：
220kV东牵线（临检）；

08:00-13:00停电：10kV玉兰线玉兰
路1号环网柜：玉兰线1110开关至玉兰路4
号环网柜：玉兰路1号柜1110开关（停电范
围：联创金陵科技置业、城市照明管理处等
五星、北港等相关地段）；

11月 04日 07:00-11 月 05 日 19:30
停电：35kV园利线；

11 月 04 日 06:00- 22:00 停 电 ：
220kV东牵线（临检）；

07:20-12:00停电：10kV赵市线蠡河
置业G1353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曙光村委
会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鑫海线卜弋变至汪顶浜5313开
关至唐门企西B1184开关（停电范围：邹区

水务工程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厚余线周家湾V1052开关至五

巷管家A1460开关（停电范围：邹区水务工
程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1月05日07:00-11月07日19:00
停电：110kV卞桥线；

11月05日07:30-13:30停电：10kV
石油线白云路 1 号环网柜：花园公寓支
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新庄村委会等五
星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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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1日08:00-17:30停电：10kV
葛庄线西夏墅薛家配变；

11月02日08:00-14:00停电：10kV
丽华线朝阳103幢配变、朝阳107幢配变、
朝阳110幢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悦康线官路

变支线9号杆支线侧后段；
11月03日08:00-12:00停电：10kV

常青线郑陆武城桑园配变、郑陆武城小闸村
西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迎宾线东方
饲养场支线16号杆东方高四队支线侧；

08:00-17:00停电：10kV满墩线邹区
卜弋段庄王沟配变；

11月04日08:00-12:00停电：10kV
粮庄线郑陆河口村北配变；

10kV河联线郑陆省岸十五队配变;
08:30-10:30停电：10kV永红线清

潭花苑#2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临
检)；

11月05日07:30-13:30停电：10kV
花中线新庄周家村南配变、新庄周家村
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焦镇线74
号杆支线侧；

08:00-16:00停电：10kV三河线郑
陆河口剑河新村配变、郑陆河口老街3#配
变、郑陆河口老街4队配变、郑陆牟家灯总

一号配变、郑陆紫星公寓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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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江南人家餐饮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204022103260，声

明作废。

△常州市基督教堂遗失宗教

活动场所登记证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713204027737953519，声

明作废。

△常州东奥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寻回不再使用。

△沈培兴遗失常州新北万达

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据 1 份 ，收 据 号 码 ：

No.1396632，收款时间是

2012年1月16日，收款费项

为履约保证金，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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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亨得利眼镜职业培训学校”（单
位代码：52320400667601277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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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朱理勇；联系电话：13815015656。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特此公告。
常州市亨得利眼镜职业培训学校

2021年10月26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长城交通设施设备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至宜兴

高速公路防撞护栏工程施工项目CY-31-2标段已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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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至11月28日），如有异
议，请向江苏省交通建设主管部门（电话96196）；武进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12333,0519-86310303）；常州市
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常宜项目管理办公室（电话 0519-
85563380）反映。

江苏长城交通设施设备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万众职业培训学校（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320411MJ6549167
T）经理事会决定，即日起注销。请债权人
见报起45日内向本培训学校申请债权，逾
期作放弃处理。

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万众职业培训学校

2021年10月27日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对下列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常州市紫廷名苑22幢甲

单元302室房地产（含固定装饰装修）及室内
物品。起拍价：1318240元。

二、拍卖时间:2021年12月2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
卖活动;2021年12月26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活动。若
首次拍卖成交，将不再举行第二次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自即日起至开拍前
（节假日除外）接受咨询。如需看样，请务必
于2021年11月25日前与本院联系安排现
场看样，逾期本院将不再组织现场看样。咨
询电话0511-86703039。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
taobao.com/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查询。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0 月 27 日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
尔济约耶夫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米尔济约耶夫当选连
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 5 年来，两国各领域合作达到前所未
有的高水平。双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振兴
进程中互学互鉴，在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过程中守望相助。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
乌关系，支持乌兹别克斯坦走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明年是中乌建交30周年，
两国关系将站在新起点上，双方要把握机
遇、继往开来，争取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
果，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政策对接，
推进全方位合作。扩大经贸投资规模，挖
掘数字金融、跨境电商等领域合作潜能。
中方愿从乌方进口更多绿色、优质农产
品。双方要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支持两国
企业继续开展油气领域合作。要加强中
乌减贫合作，丰富人文合作内涵。欢迎乌

兹别克斯坦奥运健儿来华参加北京冬奥
会。中方愿同乌方深化抗疫合作，帮助乌方
建设地区疫苗生产中心，加强医疗体系能力
建设。双方还要加强执法、安全等领域合
作，维护两国和地区安全稳定。中方支持乌
方履行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愿同
其他成员国一道弘扬“上海精神”，全面提升
各领域合作水平，推动上合组织在新起点上
实现更大发展。

米尔济约耶夫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在
我胜选后第一时间发来贺信并对乌兹别克斯
坦国家建设事业表达信心，这对我和全体乌
兹别克斯坦人民是莫大的鼓舞。在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消除贫
困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高度赞
赏、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愿学习借鉴中方
治国理政经验。感谢中方为乌方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提供无私帮助。乌方坚定支持中方在
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反对将新冠病毒溯
源政治化。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发展乌
中关系的意见。乌方愿同中方加强经贸、减

贫、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深化乌中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乌方将积极参加第四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全力支持中方举办北京冬
奥会，期待同中方共襄盛举。作为上海合作
组织轮值主席国，乌方愿同中方紧密合作，推
动上合组织取得新发展。

双方还就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 10 月 27 日同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通
电话。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同赤道几内亚
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政治互信牢固，务实合
作成果丰硕。中方高度赞赏赤道几内亚在涉
台、涉港、涉疆、人权等问题上给予中方有力
支持，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赤道几内亚维护
国家主权、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推动两国
各领域友好合作结出更丰硕成果，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中方将继续为赤道几内亚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提供疫苗援助，深化两国医疗卫
生合作，拓展“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合
作。中方愿继续为赤道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中非要继续加强团结，密切协
作，相互支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欢迎赤道几内亚加入
全球发展倡议，愿同赤道几内亚等非洲国家
一道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共同发展。中方愿同非方一道，开好中非
合作论坛新一届会议，规划好未来中非合作，
共创中非关系新局面。

奥比昂表示，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 周年。今
年也是中国首批援赤几医疗队派遣50周年，
中国医疗队为提高赤几医疗水平、保护人民
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赤几政府和人民衷心
感谢、铭记在心。赤道几内亚一直视中国为
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衷心感谢中方提供新冠
肺炎疫苗等宝贵援助，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
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
的立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赤几支持并将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
愿同中方一道，密切双边各领域合作以及在
非中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

习近平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和
赤道几内亚总统通电话

据新华社莫斯科 10 月 27 日电 据
俄罗斯媒体 27 日报道，两艘“北风之
神－A”级核潜艇和两艘“亚森－M”级
核潜艇将列装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塔斯社当天援引俄太平洋舰队潜艇
部队司令部参谋长纳瓦尔斯基的话说，
根据军备计划，未来上述核潜艇将进入
俄太平洋舰队战斗序列，这将极大增强
俄海上战略核力量。

“北风之神－A”级核潜艇是“北风
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的改进型，具有更完
善的机动系统、定深悬浮系统和武器控
制系统，可携带 16 枚能搭载核弹头的

“布拉瓦”导弹。“亚森－M”级是多用途
攻击核潜艇，具有噪音小、打击能力强、
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能够携带“锆石”
高超音速导弹，实施反潜、反舰、对陆攻
击、战备警戒等任务。

纳瓦尔斯基说，远东堪察加半岛维
柳钦斯克基地用于停放新潜艇的码头和
泊位等基础设施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
今年年底前可完成。新设施配备供水、
供电和蒸汽系统，为潜艇提供安全保障。

据报道，俄国防部当天早些时候宣
布，将改善维柳钦斯克基地基础设施，增
加潜艇部队力量部署，进一步提高其安
全系数。

俄太平洋舰队将
加入4艘新型核潜艇

遭军方扣押的苏丹过渡政府总理阿卜
杜拉·哈姆杜克26日回到自己家中。

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勒·法塔
赫·布尔汉同一天说，军方行动“并非政
变”。他承诺组建一个新的非军方政府来

引导过渡进程。
过渡政府总理办公室26日说，哈姆杜

克夫妇已回到家中，目前处于“严密监视”
下，而数名过渡政府部长和苏丹主权委员
会成员仍被军方扣押，地点不明。

布尔汉 26 日早些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总理（哈姆杜克）之前在家中。但我们担
心他会有危险，所以将他带到我家，和我待在
一起⋯⋯他身体状况良好。”

布尔汉说，军方“逮捕了一些部长和政
界人士”，其中受到刑事指控者将被羁押，
可能会因“煽动对抗军方”而受审，其余人
将获释。

苏丹军方 25 日在首都喀土穆突然发起
行动，扣押一些官员。过渡政府说，军方扣押
了哈姆杜克夫妇、数名过渡政府部长和主权
委员会非军方成员。布尔汉随后通过国家电
视台宣布，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解散主权委员
会和过渡政府，将成立新政府。

主权委员会是苏丹过渡时期国家权力机
构，由军方和非军方共 11 人组成，布尔汉任
主席。哈姆杜克领导的过渡政府由非军方官
员组成。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25日
谴责苏丹军方的行动，要求立即释放哈姆杜
克及其他被扣官员。

布尔汉 26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苏丹
“上周的危险局面可能导致国家陷入内战”，
军方行动是为“纠正过渡路线”，“并非政变”。

布尔汉说，新组建的政府“将是完全非军
方的政府，由这个国家有能力的人组成，绝不
会包含偏心的人”，一旦组建完成，国家紧急
状态就会取消。

新华社专特稿

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回家 军方称“并非政变”

这是10月26日拍摄的人们在苏丹喀土穆抗议活动中设置的路障。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26 日电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
斯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说，美方强烈反对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称此举破坏“两国
方案”的前景。

普赖斯说，美方对以政府近期推进数千套定居点住房
的计划以及对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住房公开招标的行
为深表关切。他表示，美方强烈反对以方扩建定居点，此举
与缓解紧张、确保平静的努力完全不符，并且破坏通过“两
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前景。此外，以方将非法定居点追
溯合法化的计划在美方看来“不可接受”。

普赖斯此番回应被认为是美方在定居点问题上对以方
较为罕见的强硬措辞。

以色列土地管理局 24 日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兴建
1355套定居点住房项目开始招标。另据以媒体报道，以民
政最高规划和建设委员会将于近期举行会议，预计将批准
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建造另外 3144 套定居点住房
项目。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和谈的主要障
碍之一。以色列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
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
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
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

美国强烈反对以色列在
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心理学会最新发
布的一项全美调查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压力影响到不少美国人的基本决策能
力，近三分之一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甚至
难以决定吃穿等基本问题，其中受影响最
大的是出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
期的“千禧一代”。

受美国心理学会委托，美国哈里斯民意
调查公司今年 8 月在线调查 3035 名 18 岁以
上美国居民，得出上述结论。调查对象来自
不同年龄段，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

“婴儿潮”一代和 76 岁及以上人群、出生于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的“X 一
代”“千禧一代”以及泛指“95 后”和“00 后”

的“Z 一代”。
美国心理学会25日发布的《压力在美国

202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压力和基本决策能
力》报告说，调查显示，受疫情带来的压力影
响，32％调查对象难以在日常生活中作出决
策。家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更受压力困扰，
受影响比例达 47％，无子女者这一比例为
24％。调查还显示，“千禧一代”中受影响者
占比最高，达到48％；“Z一代”和“X一代”中
的受影响者分别占37％和32％；“婴儿潮”一
代和更年长者相对淡定，这一比例分别为
14％和3％。

数据还显示，调查对象中，63％认为疫
情下今后几个月的不确定性让自己感到压

力，49％感到疫情让自己难以规划更长远的
未来。36％调查对象感到与疫情前相比更难
作出日常决策，35％承认更难作出主要人生
选择。

调查对象按从 1 到 10 给自己的压力程度
打分，1 代表无压力或压力极小，10 代表“压
力山大”，最终综合平均分为 5 分。“千禧一
代”“Z 一代”和“X 一代”的平均分均高于这
一水平。

另外，59％调查对象承认受疫情压力影
响，在受调查前一个月内改变了自己某些日
常行为，包括避免社交场合、改变饮食习惯、
改变锻炼强度等。61％承认疫情让自己反思
生活。

疫情压力影响美国人基本决策能力

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企划财政部27日说，政府将采取“一
切可能”措施稳定房地产市场，目前全国房价涨幅已放缓。

韩联社援引企划财政部消息报道，在政府推动房屋供
给增加、中央银行上调基准利率和信贷政策收紧的作用下，
首都圈房地产价格涨幅自9月以来出现回落。

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在当天举行的部长级
会议上说：“国家处于（进一步稳定房价的）关键节点。政府
将提供更多住房、控制房地产市场流动性并消除干扰市场
的活动，把现在稳定（房屋）价格的势头扩大到全国。”

洪楠基重申政府稳定房价的决心。
依据韩国政府今年 2 月发布的计划，今后四年将在全

国范围新增住房 83.6 万套。洪楠基先前说，随着 5 月以来
新建住房增加，房屋供给量可望在2022年后加大。

韩国人口大约5200万，近一半居住在首都圈。据韩联社
报道，文在寅政府过去四年来宣布大量稳定房价的措施，包括
增加供给和打击投机，但房价依然上扬。韩国国民银行数据
显示，在文在寅就任总统的2017年5月，在首都首尔购买一
套公寓的平均价格为6.07亿韩元（约合52万美元）；而今年
10月，这一均价达到12.1亿韩元（103万美元）。

韩国企划财政部称

政府将采取
“一切可能”措施稳房价

这是10月26日在法国戛纳拍摄的猫咪“养老院”。
法国戛纳布鲁萨耶街60号坐落着一家猫咪“养老院”，

动物救助基金会收留 23 只猫咪在此。一些猫咪原主人或
年事已高，或由于健康原因无力再继续照顾宠物，还有一些
猫咪来自动物避难所。

“养老院院长”是一位名叫桑德里娜的23岁姑娘，她表示，
“对于我来说，这不是工作，这是让我全情投入的地方，在这里
我感到无比放松，我用心做这件事，并充满激情。” 新华社发

戛纳有家猫咪“养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