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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44-4
注：原定11月10日07:30-

15:30停电：10kV先行线50号杆
武进建筑支线、大江村支线停电撤
销；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
询并谅解。

11月04日07:00-11月05日
19:30停电：35kV园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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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08日00:30-01:30停
电：20kV白马二线全线（停电范围：
白马公寓部分、绿都万和城部分、绿
都万和城七区部分等三井、安家等
相关地段）；

20kV重工线全线（停电范围：

天逸城部分、东渡国际青年城部分
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20kV东奥线全线（停电范围：
普利司通汽车配件、盖茨液压技术、
天卓纺织品整理等薛家、三井等相
关地段）；

20kV湖西一线全线（停电范
围：凤凰湖西苑部分等薛家等相关
地段）；

20kV绿地二线全线（停电范
围：悠活城部分、绿地世纪城部分等
薛家、新闸、三井等相关地段）；

00:30-00:45停电：20kV特
雷线汉江西路#1环网柜：特雷线
2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特雷克
斯机械、立达纺织仪器、中海油环保
涂料等薛家、新闸、三井等相关地
段）；

11月09日08:30-14:30停
电：10kV欣园二线罗溪马家村553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弘业房地产开

发、城市照明管理处等西夏墅等相
关地段）；

11月12日08:20-16:00停
电：10kV百丈线全线（停电范围：
丰宇五金工艺、宏辉五金配件厂、华
塑科技等春江、百丈等相关地段）；

10kV 黄春线百丈砖瓦厂
B1461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汉云
节能环保科技、百丈特种水产养殖
场、永兴建筑安装等春江、百丈等相
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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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08日07:30-11:30停

电：10kV灯北线邹区前王东站
配变；

10kV邹卜线邹区大村配变；
11月09日07:30-15:00停

电：10kV尚座线新华金家村西
配变；

10kV天新二线五星张墅村
配变；

10kV怡美一线谭市霍家村
配变；

10kV西林线马家潘家东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双

马线郑陆泥河朱屯下配变、郑陆中
绛孙塘桥西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铁
马线14号杆大兴周家村支线侧（临
检）；

10kV林庄线外环支线15号杆
后段（临检）；

08:30-14:30停电：10kV欣
园一线55号杆后段；

11月10日08:00-12:00停
电：10kV文杰线郑陆省岸十七队
配变、郑陆省岸朱家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庄
桥线119号杆洁丽木业支线侧后段；

13:00-17:00停电：10kV开
发线三井塘桥卞家配变；

11月11日08:00-15:00停
电：10kV政泰线51号杆水塔口支
线侧；

10kV罗镇线大元村支线15号
杆鸦鹊东支线、鸦鹊四队支线；

11月12日07:30-13:30停
电：10kV孟城线孟河水闸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河
中线郑陆河口村南配变、郑陆河口
村西配变、郑陆河口大岸圩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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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九重天娱乐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寻回
后不再使用。△常州市九重天娱乐有限公

司遗失J3040008668702号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常州万仁大药房有限公司横山桥羊绒城店遗失药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苏CB51929040，声明作废。△常州德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
公 司 轮 式 装 载 机 出 厂 合 格 证 ，机 器 编 号 ：VL-
GL9530CL0615577，声明作废。

销户公示
由金土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龙江路、勤业路

交叉口东北角地块（HX-020104、HX-020108）开发
项目勘察、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EPC一体化）工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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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至2021年12月4日，如有异议，请向
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市场科反映，联系电话：
0519-86021526。

世界卫生组织2日最新统计显示，截
至2日全球新冠死亡病例累计已超500万
例，累计确诊病例超2.45亿例，新增确诊
和死亡病例数近两个月来再次出现上升势
头。在疫情远未结束的大背景下，低收入
国家因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不公而难以获取
疫苗，成为当前全球抗疫的瓶颈。

欧美国家仍是疫情重灾区
世卫组织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欧洲中部时间2日17时40分（北京时间
3日零时40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达
到 246951274 例，死亡病例累计达到
5004855例。

其中，美洲地区和欧洲地区报告的累
计确诊病例分别高达 93711700 例和
77231883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分 别 为
2296114例和1432224例，这两个地区合
计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分别占全球近
70％和74.5％。

具体到国家，美国的累计确诊病例和
死亡病例最多，累计确诊约4568万例，死
亡超 74 万例，分别占全球约 18.5％和
14.8％。其后是印度和巴西，累计确诊分

别超3429万例和2181万例，累计死亡分别
超45.8万例和60.7万例。这3个国家合计确
诊和死亡病例已超过全球的41％和36％。

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疫情报告称，截至
10月31日的一周，全球报告的每周新增确
诊和死亡病例数比上一周分别增加了3％和
8％，其中欧洲地区确诊病例数比上一周增
加了6％，死亡病例数比上周增加了12％。
这再次提醒人们，新冠大流行还远未结束。

北半球病毒可能进一步传播
世卫组织专家日前表示，目前许多国家

正逐步取消疫情防控限制措施，但随着北半
球秋、冬季来临和寒流出现，人们会更倾向于
待在室内，再加上通风不好的情况，未来可能
出现病毒进一步传播、新增病例持续增加，在
欧洲尤其如此。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
亚·范凯尔克霍弗在10月28日的记者会上
就警告称，“（新增）病例会增加”，“欧洲在过
去5周内已看到（新增）病例增加，过去6周
（新增）死亡人数也在上升”；而“德尔塔变异
毒株正在不断发展，我们正在追踪其中的30
多个亚变异株，这种大流行将继续下去”。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
尔·瑞安此前也表示，欧洲许多国家报告的新
增病例数都在上升，社区正在回到人们以为
的正常状态，人们有更多的社交行为和社会
活动，而这些都发生在新冠病毒正大肆传播
的背景下，“那么你将得到更多病例，这就是
现实”。

瑞安还对未来是否会再度出现去年疫情
集中暴发导致各国医疗系统极度承压的情况
表示担忧。他认为虽然疫苗在防止病毒传播
方面并不完美，但欧盟许多国家能够实现发
病率和病亡人数“脱钩”，这已说明疫苗的价
值和实际作用。

瑞安建议不应过于关注接种疫苗人数占
总人口的百分比，最重要的是关注高危人群
中错过接种的人，他们才是感染和死亡风险
最高的人群。

低收入国家难获疫苗成抗疫瓶颈
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不公，导致发达国家

广泛接种的同时许多低收入国家却很难获取
疫苗，这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抗疫的瓶颈。对
此，世卫组织10月初宣布启动一项全球新冠
疫苗接种战略，目标是到2021年底为所有国

家约4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到2022年
中期将这一比例再提高至70％。世卫组织
还呼吁优先向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
提供疫苗。

据世卫组织数据，目前全球已经接种了
近69亿剂疫苗，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数约占世
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低收入国家获得的
疫苗还不到全球疫苗总量的0.5％；在非洲，
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还不到5％。

世卫组织表示，实现上述接种目标将至
少需要110亿剂疫苗，目前全球疫苗产量接
近每月15亿剂，只要公平分配，就有足够的
供应来实现接种目标。

世卫组织呼吁疫苗覆盖率高的国家向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立即交付、
分享疫苗，疫苗制造商应优先考虑并履行与
COVAX的交付合同并将其作为紧急事项。

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
第十六次峰会上，世卫组织进一步呼吁与会
各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增加疫苗供应，
确保所有流动人口都能获得疫苗，同时支持
中低收入国家以所有可用的手段对抗疫情，
包括提供财政、政治、技术、后勤等方面的全
面支持。 新华社日内瓦11月2日电

新冠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再次出现上升势头

低收入国家难获疫苗成为全球抗疫瓶颈

11月2日，在墨西哥蒂华纳，人们在美墨边境围栏旁悼念去世的移民。
11月1日和2日是墨西哥的传统节日亡灵节，人们在靠近美国的墨西哥边境城市举行

悼念活动，希望提高社会对边境移民死亡人数的关注。
新华社／法新

美墨边境：
亡灵节悼念移民

新华社惠灵顿11月3日电 新西兰贸
易与出口增长部国务部长菲尔·特怀福德
3日宣布，新西兰已经正式批准《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特怀福德在一份声明中说，新西兰2
日批准了这一协议，这将进一步加速新西
兰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复苏进程。

特怀福德指出，RCEP将为新西兰企
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为新西兰出口产品
进入RCEP价值链创造机遇，更加宽松的
市场准入也便于新西兰服务贸易和投资进
入中国、东盟等市场。

RCEP谈判于2012年由东盟10国发
起，邀请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
新西兰 6 个对话伙伴国参加。第三次
RCEP领导人会议2019年11月在泰国曼
谷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除印度外的
15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
场准入谈判。2020年11月，15个RCEP
成员国正式签署该协定。

根据协定，RCEP在6个东盟成员国
和3个非东盟成员国获批准后，即可在这
些批准的国家之间相互生效。

新西兰正式
批准RCEP

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首都首尔市政府
3日宣布，将打造“元宇宙平台”，向市民提
供公共服务。届时，首尔市政府将成为韩
国首个提供元宇宙服务平台的地方政府。

按照首尔市政府“元宇宙首尔基本构
想”五年计划，平台最晚明年底建成，暂命名

“元宇宙首尔”。而后，将分三个阶段引入元
宇宙生态系统，涉及市政管理各方面服务，
包括经济、文化、旅游、教育和市民投诉。

据韩联社报道，项目计划耗资39亿韩
元（约合330万美元），是市长吴世勋“首尔
愿景2030”计划中把首尔打造为未来之城
的内容之一。

市政府表示，“元宇宙首尔”将逐步实
现市民和企业服务虚拟化，如举办虚拟跨
年仪式、设立虚拟市长办公室以及提供金
融技术、投资和“大学城”项目虚拟服务。
到2023年，将建成一个综合行政中心，市
民在这里可以同市政官员的网络化身“会
谈”，办理民事投诉和咨询等业务。这一虚
拟办事大厅暂时定名“元宇宙120中心”。

按计划，首尔主要旅游景点如光化门广
场、德寿宫和南大门市场等将在“虚拟旅游特
区”中呈现，消失的历史遗迹将在线上重现。

首尔将打造公共
服务“元宇宙平台”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
科夫2日视频出席“罗斯堡对话”论坛时证
实，俄美战略稳定对话第三次会议将在几
周内召开。他呼吁美方回应俄方关切，以
强化对话基础，降低冲突风险。

重新开谈

“罗斯堡对话”论坛以位于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的19世纪俄罗斯移民区罗斯堡命
名。论坛创办于2012年，旨在推动美俄两
国交流与合作。

里亚布科夫2日视频出席论坛时说，
俄美战略稳定对话“将在今后几周内继续，
我们将强化对话基础”。

他说，俄方已为这次对话拟定广泛议
程并组建两个专家工作组：一个负责确立

“未来军控原则和目标”，另一个分管“军控
能力与行动”。

今年6月16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和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在瑞士日
内瓦会晤，决定就军控和降低冲突风险等开

展战略稳定对话。对话首次会议7月28日
在日内瓦举行，第二次会议9月30日举行。

敦促增员

在论坛发言中，里亚布科夫敦促美方
增加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人员，以恢复发
放签证等基础服务。

“美方现有外交和领事人员已缩减到
无法提供最基础领事服务的水平……我们
邀请并敦促美方向驻俄使馆增员，派驻更
多官员，至少确保在俄罗斯领事服务实现
某种程度的正常化。”

缘于拜登政府今年4月制裁俄罗斯实
体和个人以及驱逐外交官，俄方随后禁止
美国驻俄使领馆雇用俄罗斯或第三国公
民。按照美国国务院10月发布的声明，俄
罗斯公民申请美国签证需赴第三国美国使
领馆办理。

俄美两国围绕外交领事人员的对立加
剧。美方10月要求俄罗斯驻美使领馆55
名外交、行政和技术人员今后数月内走人。

明确红线

里亚布科夫说，在他看来，眼下俄美关
系比冷战时期“更加危险”，因为冷战期间两
国之间“尚有明确的框架和规定，而现在这
些（框架和规定）充满不确定性，很有风险”。

他说，针对在何种情况下可能会使用
核武器问题，美方近几年故意含混不清，俄
方对此表示关切，希望美方解决其核武器
使用政策的不确定性。

里亚布科夫重申，俄方将信守承诺，规
避一切意外使用核武器风险，降低主动使
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他说，俄方相信，就军
控和战略稳定与美方进一步对话，有助于
减少两国意外事态发生的风险。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中
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受总统拜登委
托，近日率团访问俄罗斯，2日和3日与俄
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等
俄方高官举行多场会谈，讨论双边关系。

新华社专特稿

俄罗斯“喊话”美国要求降低冲突风险

这是10月18日在英国南部韦克赫斯特拍摄的基尤千
年种子库入口。

英国基尤千年种子库建于2000年，是世界上规模较大
的种子库之一。它重点关注濒危野生植物，并对这类植物
的种子开展科学研究。基尤千年种子库由英国皇家植物园
负责建设，位于该国南部的韦克赫斯特植物园。

基尤千年种子库计划从世界各地收集24.2万种野生植
物的种子，来自中国的野生芭蕉种子于2009年成为该机构
储藏的第2.42万种野生植物种子，“帮助”这个种子库完成
了十分之一的收集储藏目标。

送入基尤千年种子库的植物种子需先接受干燥处理，
使种子的湿度降到5％以下。然后工作人员对种子进行清
洁处理，并选取每种植物的50粒种子为样品，用射线检查
其质量，然后放在琼脂中培养，检查其发芽能力。检查完毕
后，种子将被放入玻璃瓶里，在零下20摄氏度的温度下保
存在地下室中。经如此处理的部分种子，其保存期可长达
200年。 新华社发

探访英国的千年种子库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1月2日电 埃塞俄比亚政府
2日宣布，鉴于当前埃塞北部安全局势骤然恶化，决定从即
日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

根据规定，紧急状态下，埃塞公民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
以备检查。安全部队可以进行突击检查，在没有逮捕证的
情况下拘留与恐怖组织有关系的嫌疑人。

11月1日，埃塞政府发言人莱盖塞·图卢说，“提格雷
人民解放阵线”（“提人阵”）武装日前在该国北部阿姆哈拉
州杀死100多名平民。

据当地媒体报道，“提人阵”武装声称已占领邻近提格
雷州的阿姆哈拉州重镇德塞和孔博勒查，该地区距离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约380公里。

在埃塞政府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后，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埃塞近期暴力升级深表关切。古特
雷斯呼吁埃塞政府和“提人阵”立即停止武装敌对行为，为
埃塞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

“提人阵”是原执政联盟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的核心政党，曾实际控制国家政权。2019年12月，埃塞总
理阿比正式成立新执政党埃塞俄比亚繁荣党，把“提人阵”
排除在外，此后两党矛盾不断加剧。

埃塞俄比亚宣布
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2日宣布打算停用
面部识别系统，缘由是这一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用户在脸书
平台所发布图片和视频中的人脸，引发社会对隐私安全的
担忧。

脸书分管人工智能的副总裁杰罗姆·佩森蒂当天发帖
说，这一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将在今后数周内关闭面部识
别系统，并删除“10亿多人的面部识别模板”。

“监管机构仍在制订一套明确规则以管理面部识别技
术的使用，”佩森蒂说，“在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我
们认为，面部识别技术的使用适合限制在狭窄范围。”

路透社以一名脸书发言人为消息源报道，脸书将在
全球范围内停用面部识别系统，预计到12月前完成这项
工作。

批评者认为，面部识别技术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准确性
也令人怀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面部识别技术导
致多名黑人男子被警察误抓。

华盛顿电子隐私信息中心高级顾问约翰·戴维森认为，
脸书作出这一决定“是件大事”，但“太迟了”。这一研究机
构2011年首次呼吁脸书停用面部识别系统。

脸书面部识别软件在美国长期受到批判性审视。伊利
诺伊州用户2015年集体起诉脸书，称后者未获用户同意收
集用户面貌等个人生物识别数据。

联邦贸易委员会2019年就大量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事
件对脸书罚款50亿美元。

脸书打算停用
面部识别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