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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文明办[2021]30号《关于组织开展2019—
2021年度江苏省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
明行业）评选工作的通知》要求，经全市申报单位自
查申报、各辖市区文明办和市各主管部门审核推荐、
调研抽查、征求市相关部门意见等程序，现确定推荐
单位名单如下，予以公示。如有意见和建议，可通过
信函、电话等方式从公示之日起向市文明办反映。

公示时间：2021年11月18日—11月24日
联系电话：0519-85680863
地址：龙城大道1280号
邮编：213000

常州市文明办
2021年11月18日

2019—2021 年度江苏省
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单位
申报名单

一、文明镇

溧阳市别桥镇
溧阳市戴埠镇
溧阳市埭头镇
溧阳市天目湖镇
溧阳市上黄镇
金坛区直溪镇
金坛区指前镇
武进区湖塘镇
武进区牛塘镇
武进区洛阳镇
武进区湟里镇
武进区雪堰镇
武进区前黄镇
武进区礼嘉镇
新北区薛家镇
新北区奔牛镇
新北区西夏墅镇
新北区罗溪镇
天宁区郑陆镇
武进区遥观镇
武进区横林镇

二、文明村

溧阳市竹箦镇王渚村
溧阳市竹箦镇前马村
溧阳市天目湖镇（区）三胜村
溧阳市社渚镇宋村村
溧阳市社渚镇大田村
溧阳市上兴镇余巷村
溧阳市上兴镇汤桥村
溧阳市上黄镇坡圩村
溧阳市上黄镇浒西村
溧阳市南渡镇梅庄村
溧阳市埭头镇余家坝村
溧阳市埭头镇埭头村
溧阳市别桥镇塘马村
溧阳市别桥镇前程村
溧阳市溧城街道八字桥村
溧阳市昆仑街道钱家圩村
溧阳市昆仑街道合心村
溧阳市古县街道百家塘村
溧阳市戴埠镇山口村

金坛区尧塘街道谢桥村
金坛区儒林镇柚山村
金坛区金城镇冯庄村
金坛区金城镇南瑶村
金坛区薛埠镇仙姑村
金坛区指前镇东浦村
金坛区朱林镇唐王村
金坛区直溪镇天湖村
金坛区直溪镇巨村村
金坛区西城街道方边村
金坛区薛埠镇花山村
金坛区金城镇后阳村
金坛区尧塘街道红旗村
金坛区指前镇社头村
金坛区儒林镇五叶村
金坛区朱林镇龙溪村
武进区南夏墅街道戴家头村
武进区雪堰镇雅浦村
武进区雪堰镇太滆村
武进区前黄镇谭庄村
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
武进区雪堰镇城西回民村
武进区湟里镇河南村
武进区前黄镇杨桥村
武进区西湖街道长汀村
武进区湟里镇葛庄村
武进区湟里镇西墅村
武进区牛塘镇丫河村
武进区洛阳镇圻庄村
武进区嘉泽镇南庄村
武进区礼嘉镇蒲岸村
武进区礼嘉镇何墅村
武进区嘉泽镇跃进村
新北区孟河镇南兰陵村
新北区薛家镇任葛村
新北区罗溪镇邱庄村
新北区西夏墅镇东南村
新北区奔牛镇东桥村
新北区魏村街道新华村
新北区新桥街道马鞍桥村
新北区孟河镇九龙村
新北区罗溪镇温寺村
新北区奔牛镇新市村
新北区西夏墅镇梅林村
新北区奔牛镇何家塘村
天宁区郑陆镇牟家村
天宁区郑陆镇施家巷村
天宁区郑陆镇查家村
天宁区郑陆镇董墅村
天宁区郑陆镇黄天荡村
钟楼区新闸街道新闸村
钟楼区永红街道东方村
钟楼区五星街道新庄村
钟楼区西林街道张家村
武进区横山桥镇五一村
武进区遥观镇勤新村
武进区遥观镇剑湖村

三、文明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
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溧阳市人民法院
溧阳市人民医院
江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溧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安顺集团有限公司
溧阳市中医医院
溧阳市交通运输局
溧阳市交通工程建设事业发展中心
江苏正昌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国信溧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溧阳市供电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溧阳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市支行
国家税务总局溧阳市税务局
常州市烟草公司溧阳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溧阳市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溧阳市分公司
江苏沙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溧阳市客运有限公司
溧阳市消防救援大队
溧阳市气象局
常州市金坛区烟草专卖局
常州市金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金坛区税务局
常州市金坛区交通运输局
常州市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常州市金坛区中医医院
常州市金坛区城市管理局
常州市金坛区行政审批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坛支行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金坛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州市金坛区供电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金坛分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坛支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金坛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市金坛区分公司
常州市金坛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
常州市金坛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晨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
常州市金坛区气象局
江苏大唐国际金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
江河港武水务（常州）有限公司
新誉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恒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润安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武进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武进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武进区税务局前黄税务分局
常州市武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常州市武进区交通运输局
常州市武进区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常州市武进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
中共常州市武进区委党校
常州市武进区烟草专卖局
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
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武进分中心
常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理处

常州市武进区财政局
常州市武进区劳动监察大队
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
常州市武进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
常州市武进区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常州市武进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区机关幼儿园
新北区三井街道办事处
新北区龙虎塘街道办事处
新北区新桥街道办事处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龙城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恐龙园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局总局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人民检察院
常州市新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常州高铁客运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人民医院
江苏江南环球港商业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安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欧普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菜根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天马万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明宇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
常州市天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天宁区税务局
常州市天宁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常州市天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常州市天宁区雕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佳尔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天宁区雕庄街道办事处
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街道办事处
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办事处
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办事处
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办事处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中心幼儿园
常州艾贝服饰有限公司
常州船用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天宁区茶山中心幼儿园
常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华利达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美凯龙国际电脑家电装饰城有限公司
常州霸狮腾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化工轻工材料总公司
大娘水饺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文化城有限公司
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尤辉雷锋科技服务站
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常州森源力拓开关有限公司
常州市钟楼区北港街道办事处
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
常州市钟楼区民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钟楼区税务局

常州市钟楼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常州市钟楼区新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常州市鸣珂巷幼儿园
常州市钟楼区盛菊影幼儿园
常州市钟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常州市刘海粟美术幼儿园
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西新桥派出所
江苏双桂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红梅乳业有限公司
江苏洛克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侨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凌家塘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办事处
常州市钟楼区荷花池街道办事处
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常州市武进区戚墅堰街道办事处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潞城派出所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今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办事处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
常州市审计局
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
常州市气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州海事局
江苏省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常州市妇女联合会
常州市供销合作总社
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
常州市机关幼儿园
常州市直属房产管理处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常州市邮政管理局
江苏常州城北国家粮食储备库
常州市绿化管理指导站
常州市食品药品纤维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稽查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就业创业管理中心
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
常州市公园管理中心
常州市体育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常州市民政局
常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保障服务中心
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
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
常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青龙派出所
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南大街派出所
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新桥派出所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钟楼大队
常州市拘留所
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新闸派出所
常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常州开放大学
常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常州市儿童福利院
常州市救助管理站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常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
常州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中心
常州市排水管理处
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
常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支队
常州市物业管理中心
常州市城乡建设服务中心
常州正泰房产居间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常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常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常州市商务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常州市支会
常州国际投资促进中心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博物馆
常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常州市图书馆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常州石油分公司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武进分局
常州市规划馆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钟楼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州监管分局
中国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中心支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91079部队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
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常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武警江苏省总队常州支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州海关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常州站
常州奔牛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
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国能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州供电分公司
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江苏省常州监狱
常州市互联网新闻中心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常州分局
常州广播电视台
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队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江苏省溧阳监狱

四、文明社区

溧阳市古县街道美景天城社区
溧阳市古县街道天目国际村社区
溧阳市昆仑街道凤凰社区
溧阳市昆仑街道新庄社区
溧阳市溧城街道北郊社区
溧阳市溧城街道嘉丰社区
溧阳市溧城街道燕山南苑社区
溧阳市溧城街道北水西社区
金坛区东城街道华胜社区
金坛区东城街道华兴社区
金坛区西城街道南洲社区
金坛区金城镇小南门社区
金坛区金城镇春风社区
武进区湖塘镇永定社区
武进区湖塘镇府东社区
武进区湖塘镇府南社区
武进国家高新区古方社区
武进区湖塘镇晓柳社区
武进国家高新区邱墅社区
武进区湖塘镇北街社区
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玲珑社区
新北区龙虎塘街道腾龙社区
新北区三井街道三井社区
新北区国宾社区
新北区三井街道藻江社区
新北区三井街道富都社区
新北区三井街道阳光社区
天宁区雕庄街道采菱社区
天宁区青龙街道新丰苑社区
天宁区茶山街道同济桥社区
天宁区北环新村社区
天宁区锦绣东苑社区
天宁区天宁街道怡康花园社区
天宁区天宁街道新丰街社区
天宁区兰陵街道九洲新世界社区
天宁区工人新村第二社区
天宁区青龙街道龙湖郦城社区
钟楼区西新桥三村社区
钟楼区北港街道梧桐苑社区
钟楼区五星街道白云新村社区
钟楼区勤业新村第一社区
钟楼区永红街道清潭新村第五社区
钟楼区永红街道花园南村社区
钟楼区南大街街道文亨花园社区
钟楼区南大街街道金色新城社区
钟楼区荷花池社区
钟楼区南大街街道东头村社区
武进区戚大街社区
武进区公园壹号花园社区

2019—2021年度常州市推荐江苏省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单位公示

通 告
请田裕、黄虔、沈新生、金惠华、谈琳贤、

陆冬秀、梅鸣芳、卞丽娟、杨志红、沈治、史菊
仙、丁新文、李金芝、王济荣、王玉春、杨文娟、
刘荣生、姜全法、季永龙、滕文卫、杜咪咪、王
玉华、荆小芳、蒋淑君、谭敖虎、陈云、许从明、
费欢欢、梁俊、赵霞、贡智昊、王幸福、李德生、
邹云龙、胡军、陈尧福、王玉生、朱文理、刘立
宙、荀为群、糜建华、张华、朱秀燕、许映刘、吴
惠兴、孟初春、张小军、陈石军、吕建平、王智
琦、王俊、顾心渭、梁文辉、匡荣瑞、应刚强、李
文文、董纯芝、高秋雅、白洋洋、朱小雨、肖凤、
李春花、王兴华、常亦茹、夏冬梅、常园信、常
阿宝、吴春燕、谢婉英、常丽芳于11月30日
前到劳动中路摇树村55-1号红梅村委登记
参加天宁区人大换届选举，逾期不作登记。

联系电话：88824154
联系人：陆小青

天宁区人大换届40选区
2021年11月17日

公 告
天宁区人大换届选举39选区选

民榜已公布，朱家村300号（常州四
药厂）集体户：王俊杰、沈春花、张春
浩、赵永梅、杨志华、张玉勤。

丽华北路13号（常州市东南电
器电机有限公司）集体户：杨敏芳、邵
万林、颜丽丽、王永生、张国平、陶
爱生。

请以上人员自公告之日起至11
月28日止，及时与勤丰村联系，参与
天宁区人大换届选举。登记地址：勤
丰村委丽华北路 11-2号，联系电
话：88811289

勤丰村委
2021年11月17日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常州邮电局副局长、调研室副主

任、中国电信常州分公司离休干部张庆隆同志，因病于
2021年11月16日23时55分在杭州逝世，享年92岁。

张庆隆同志，男，1929年 6月出生，江苏扬中人。
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苏浙军区机要股、华
野一纵队机要科、20军58师机要科机要员、华东军政大
学学员、20军58师机要科组长、副科长、科长、解放军20
军机要科长、处长、杭州邮电局军管组副组长、浙江省信
访办公室副主任、常州邮电局副局长、调研室副主任。
1989年8月离职休养，享受司局级政治生活待遇、副省
（部）长级医疗待遇。

根据家属意愿，丧事从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江苏申启星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号：320481000070999）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正 本 编 号 ：
320481000201202140061S，副本编
号：320481000201202140063S，声
明作废。
△欧阳明生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
退休证，声明作废。
△杨玉文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退
休证，声明作废。
△徐登山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退
休证，声明作废。
△天宁区茶山诱岛便当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320402000
202004130033、32040200020200
4130034，声明作废。
△天宁区茶山阿菊冒菜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320402000

201704210015、32040200020170
4210016，声明作废。
△杨少帆遗失O320748285号出生医
学证明，声明作废。
△金坛市华城安康药店遗失营业执照，
注册号：320482600088437，声明
作废。
△金坛市华城安康药店遗失税务登记
证，税号：320422197507280125，声
明作废。
△天宁区天宁梦飞保健食品经营部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20402MA1THXACXY，声
明作废。
△徐浚宸遗失Q320730938号出生医
学证明，声明作废。
△北斗航天（江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
再使用。
△高翔宇遗失2007年3月28日签发
的320482197710141813号身份证，
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86603740销户公示

由江苏润祥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承建的钟楼区常
州市西林实验学校（中学
部）改扩建工程〔西林实验
学校（中学部）改扩建工程
采购、设计施工、（EPC一
体化）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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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至
12月14日），如有异议，请
向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
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
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6021526。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46-4

注：原定11月18日08:30-17:30停电：
10kV浦前线8号杆商检局支线侧至浦南#5变
电所：浦前线1110开关至中吴大道#67环网
柜：浦前线1110开关停电日期更改为11月
26日；

原定11月 16日 08:00-19:00停电：
10kV逸境二线景泰家园#1中间变电所：逸境
二线1220开关前段停电日期更改为11月
29日；

原定11月 16日 08:00-19:00停电：
10kV采菱线清凉新村148幢804开关前段停
电日期更改为11月29日；请以上线路的相关
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11月19日08:00-20:00停电：10kV西
珠线沃伦支线17号杆后段（停电范围：凯德汽
车部件、金普达客车零部件、金牛研磨等罗溪、
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微山线全线（停电范围：钱江刃具、
唯乐印染、中臻针织品染整等罗溪、西夏墅等
相关地段）；

10kV威虎线全线（停电范围：海鲨纺织
集团、中隆车辆配件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丽东线全线（停电范围：京江源纺
织、永驰纺织、柏锐斯特车业等西夏墅等相关
地段）；

11月20日07:00-19:30停电：35kV丰
墅线、35kV西电线；

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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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0-13:30停电：10kV苏晶线旺财路
#1环网柜：诚功阀门1120开关后段、苏晶电
子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诚功阀门科技、
苏晶电子材料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石油线白云路
3号环网柜：花园西村#1变1130开关至花园
西村#2变花园西村#1变1120开关（停电范围：
花园西村部分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局前线北大街
#2环网柜：北大街#2箱115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西横街部分等荷花池等相关地段）；

11月23日06:00-18:00停电：10kV富
强线龙游路11号环网柜：富强#2变114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富强新村部分等茶山等相关
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宋塘线野王庙
B114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佳尔科药业集团
股份、锦源达塑业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7:30-17:30停电：10kV乔裕线吉远缝
制A1265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殷村安置房部
分、城乡建设职业学院、艺术高等职业学校等
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夏北线杏塘大队B1656开关至杏
塘塘南C1407开关（停电范围：于家村委会、
杏塘村委会、泰村村委会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1月24日07:00-16:30停电：10kV蔷
薇线采菱变至蔷薇家园#1中间变电所：蔷薇
线1110开关至菱港桥西805开关（停电范围：
茶山街道办事处、城建实业投资等雕庄、兰陵
等相关地段）；

10kV丽达线丽华北路#14环网柜：中吴
大道#49柜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丽华二
村部分、丽华第三幼儿园等雕庄、茶山等相关
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电视线21号
杆联络支线（停电范围：永红街道陈渡村民委
员会、朴树织造等永红、西林等相关地段）；

09:30-14:00停电：10kV黄墅线南环桥
178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友谊家苑部分、春晓
苑部分、欣怡华商贸等百丈、春江等相关地段）；.

11月25日07:30-15:00停电：10kV旺
贤线富源机械厂A1039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安达齿轮制造、正宇汽车电器、明旭磁业等罗

溪等相关地段）；
08:30-14:30停电：10kV青城线观里变

至泉林B1874开关至青城河北A1544开关（停
电范围：盛吉注塑、新美水务、永奇电池科技等
春江、孟河、魏村等相关地段）；

11月26日08:00-16:00停电：20kV
福记线香树湾馨苑#1中间变电所：汉江东路
#1柜22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福记逸高酒
店等安家等相关地段）；

11月29日08:00-19:00停电：10kV逸
境二线景泰家园#1中间变电所：逸境二线1220
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溢达服装等雕庄等相关
地段）；

10kV采菱线清凉新村148幢804开关前
段（停电范围：清凉新村部分等茶山等相关地
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11月19日06:00-18:00停电：10kV关

铁线五角场东村#2变01开关后段；
08:00-15:00停电：10kV腾飞线包装支

线4号杆支线侧；
11月22日08:00-11:00停电：10kV吕

墅线吕墅沟南配变；
10kV新庆线庆丰前陈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高德线浦河丁

家配变、西夏墅浦河丁家村西配变；
08:00-20:00停电：10kV采菱线清凉新

村变01开关后段；
09:00-16:00停电：10kV梅龙线茶山地

区配变；

11月23日08:00-12:00停电：10kV后
园线小河后园村配变、小河郭河冷家配变；

08:00-16:00停电：10kV北环线北环29
幢配变；

08:00-20:00停电：10kV电子线体育花
苑#2变01开关后段；

08:30-10:30停电：10kV桃园线桃园6
幢配变；

11月24日06:00-18:00停电：10kV浦
南线浦南南村#1变电所:浦南南村#2变112
开关后段；

07:00-17:00停电：10kV葛庄线西夏墅
池上村3号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万绥线孟河万
绥郑塔站配变、市镇街北变配变、万绥郑良2
号配变；

10kV职院线凌家船前村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卧龙线南支线

12号杆孟河蒋南配变支线侧（临检）；
09:00-14:00停电：10kV黄墅线春江百

丈河边配变；
11月25日07:30-14:30停电：10kV旺

贤线汤庄兰中桥配变、东山房配变、汤庄旺贤
桥配变；

07:30-15:30停电：10kV汉西线7+1号
杆新泉汽车支线；

08:00-15:00停电：10kV新池一线汤
庄泵房支线1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临检）；

08:30-14:30停电：10kV青城线春江魏
村灵桥大眭家西配变、春江魏村老省道配变、

魏村灵桥站配变；
11月26日07:20-15:40停电：10kV

江南线下巷5296开关支9#杆工业路配变
支线；

08:00-12:00停电：10kV协勤线汤
庄唐里村西配变、汤庄南庄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魏北线严
家沟支线15号杆后段、严家沟支线15号杆
安家路西支线侧；

10kV景园线粮食加工厂支线3号杆
刀闸上引线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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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