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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86603740

△吕丹遗失军官退休证一本，声明
作废。
△魏芬遗失建（构）筑物消防员证书（五
级），编号 1636003007507043，声明
作废。
△常州市蓝翔橡塑制品厂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不再使用。

注销公告
常州旭尔发焊业有限公司

遥 观 分 公 司（ 注 册 号:
91320412MA1NU8814Q）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债务，逾期作放弃处理。

特此公告!
常州旭尔发焊业有限公司遥观分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弘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新

北区常州金茂车灯有限公司厂房及配套设施

扩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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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至1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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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转让通知
常州安泽机械有限公司已于2021年10

月22日与常州市泽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签
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江苏艾思普节能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杨春玉、钱丽、常州环杰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杨春霞、许伟明享有的全
部债权转让给了常州市泽涛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各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直接向常州市泽
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清偿上述债务。

2021年11月25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无锡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的常州市武进区人民路教育培训中心项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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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至2021年12月30日），
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建筑业管理处反映，联系电话：0519-
86318226。

江苏无锡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沙河水库常州水利培训

中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见报
日起20天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沙河水库常州水利培训中心

2021年11月24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47-4

注：原定11月30日08:00-13:00停电：
10kV沿江线魏村巴利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11月30日08:00-13:00停电：
10kV杨元线魏村南街配变停电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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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11:00停电：10kV圩
东线永丰路口658开关至精棱锻铸A1477开
关（停电范围：新农大楼部分、圩塘三村部分、
新毅纺织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07:30-14:00停电：10kV城辉线全线
（停电范围：金茂车灯、神洲机械、永裕机械制
造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向东线老常焦
路东353开关至樱花小镇#1中间变电所：向
东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红梅西村部分、华
特电机电器厂、青珺房地产发展等青龙、红梅
等相关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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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0日06:50-17:00停电：10kV嘉

宏三线邮电配电所：嘉宏三线1110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德恒行物业服务等天宁等相关地
段）；

07:30-13:30停电：10kV龙泉线金龙路
G1013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远航机电设备、
峰蓝制冷电器、新盛嘉业金属材料等春江等相
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中行线吊桥路
#1环网柜：体育产业一113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体育产业集团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12月01日07:30-16:30停电：10kV奥
园线黄河西路#9环网柜：朝东支1120开关后
段 （停电范围：奥园小学等三井、薛家等相关
地段）；

12月02日08:00-17:00停电：10kV东
古线151号杆郑陆梅沟支线后段（停电范围：
创盛焊材、丰源包装、文阳塑业等郑陆等相关
地段）；

12月03日08:00-14:00停电：10kV
陈墅线华山路10号环网柜：陈墅线出线1120
开关至花听下村529开关（停电范围：城市照

明管理处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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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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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9日08:00-13:00停电：10kV
陈墅线百丈陈市大栗树下西配变；

10kV环保线东宝谈家配变；
08:00-16:00停电：10kV北环线北环

95-1幢配变；

11月30日07:00-17:00停电：10kV
港池一线罗溪南站安桥配变；

12月01日07:30-16:30停电：20kV
延申线东渡国际#2组合式箱式变:东渡国
际#3组212开关后段；

08:00-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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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02日07:00-18:00停电：10kV
三皇线申达花园#29变电所：申达#25变
1130开关后段；

08:00-15:00停电：10kV芳茂线郑陆
东青花园头配变、郑陆刘家黄封村东新配
变、郑陆刘家黄封村配变、郑陆刘家电站配
变、郑陆新丰潘湖塘东配变；

12月03日08:00-12:00停电：10kV
宋塘线胡庄大夏庄配变、郑陆胡庄大队
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文杰线郑
陆省岸十七队配变、郑陆省岸朱家配变；

10kV丽江一线丽江花园#1变电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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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尊敬的迪诺水镇业主：

我公司将于即日起开始办理关于坐落
于常州市新北区河海东路60号迪诺水镇
商铺售后返租付款事宜，请各位业主持相
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发票原件、现产权人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房屋产权部门近一个
月内出具的《房屋登记簿查询证明》、银行
开户信息(如有变化)等有效证件到我公司
办理相应手续。

办理地点：常州市新北区河海东路60
号迪诺水镇10号楼312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1:30,
13:00-17:00。

联系电话：0519-81668166，0519-
89801730

特此公告
常州迪诺水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2日

美国政府 23 日宣布，将联合多
个主要石油消费国释放原油储备，以
便为油价降温，但国际油价当日不跌
反涨。

截至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
所 2022 年 1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
价格上涨 1.75 美元，收于每桶 78.50
美元，涨幅为 2.28％。2022 年 1 月交
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上
涨了 2.61 美元，收于每桶 82.31 美元，
涨幅为 3.27％。

市场人士认为，释放原油储备难
以对油价产生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在
此前几个交易日出现的显著下跌反
映市场提前消化这一消息，而且当日
美国公布的具体措施力度不及市场
预期。

近期美国汽油价格已升至 7 年
来高位，国内对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平
抑油价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白宫
23 日宣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
油储备中释放 5000 万桶原油，以缓

解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时出现
的石油供需不匹配问题并降低油价。

美国能源部表示，这 5000 万桶原
油最早将于今年 12 月中下旬开始投放
市场，其中 1800 万桶已得到国会批准
将直接销售，另外 3200 万桶属于短期
交换，待油价平稳后约定于 2022 年至
2024 年归还战略石油储备。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全
球大宗商品战略负责人赫利玛·克罗夫
特预计，鉴于印度已经宣布计划释放
500 万桶原油储备，再加上日本、韩国、
英国等国的释放量，此次多国联合释放
的原油储备规模预计为 6500 万桶至
7000 万桶。

数据显示，美国目前战略原油储备
规模略高于 6 亿桶，而全球日均石油需
求量约为 1 亿桶。

美国合众银行财富管理投资策略
师罗伯·霍沃思表示，美国释放原油储
备的总规模高于此前市场预期，但其中
很大一部分属于短期交换，需要返还，

这在一定程度上令这一政策的影响打
了折扣。

CIBC 私人财富管理公司高级能源
交易员瑞贝卡·巴宾表示，释放原油储
备的计划此前已经广为市场所知，因而
已在市场价格中得到体现。而且由于
交易员在年底前锁定利润，原油期货品
种的头寸在过去几周大幅减少，这也降
低了市场对这一消息的反应强度。

美国价格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
师菲尔·弗林认为，释放原油储备只会
对油价带来短期冲击。

分析人士认为，后期疫情走势和产
油国对释放原油储备是否做出政策反
应将决定油价的下一步走向。

霍沃思说，释放战略原油储备的影
响将是温和的，市场关注的将仍然是需
求走向，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美国航空
客运数据依然强劲。他认为，新冠病毒
感染人数的反弹和欧洲重新实施疫情
封禁措施不大可能显著影响市场需求，
近期新冠感染人数的增加尚未对石油

需求带来持续影响。
霍沃思表示，如果联合释放原油储

备让油价降至上周低点以下，欧佩克与
非欧佩克产油国很可能会考虑对此采
取行动，但基于当日市场表现，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可能采取观望态度。

克罗夫特说，虽然仍预计欧佩克与
非欧佩克产油国在下周举行的例行月
度会议上将维持现有产量政策不变，但
不能完全排除沙特会推动减少现有产
量逐月增幅以应对消费国联合释放原
油储备的做法。不过，由于担心美国的
政治压力，多个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海湾
国家很可能会反对这一行动。

奥地利 JBC 能源咨询公司说，欧佩
克在最初的产量协议中保留了暂停提
高供应量的选项。在担忧石油需求走
低的情况下，主要产油国可能会推迟提
高原油供应量。除非欧佩克与非欧佩
克产油国彻底取消逐渐增加供应量的
计 划 ，明 年 油 价 预 计 将 逐 渐 回 落 。
新华社纽约 11 月 23 日电 记者刘亚南

美联合多国释放至少6500万桶原油储备

国际油价缘何不跌反涨？据新华社万象 11 月 24 日电
（记者章建华） 中国军队援助老挝
军队新冠抗疫物资 23 日运抵老挝
首都万象瓦岱国际机场，中国驻老
挝大使姜再冬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占沙蒙出席交接仪式并就中国与东
盟合作交换意见。

占沙蒙说，中国军队今年已先
后三次无偿向老挝援助抗疫物资，
还派专家组指导抗疫，生动诠释了
两国两军理想信念相通的兄弟情谊
和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精神。老

方愿同中方和其他东盟国家一道落实
好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
纪念峰会成果，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在新时代取得新的更大发
展。

姜再冬表示，我们愿同包括老挝
在内的东盟国家全面落实峰会成果，
推动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老挝军队在中国抗击疫情的
关键时期，向中方提供宝贵援助，中方
对此表示感谢。中国军队将继续支持
老挝军队抗击疫情，共同为中老命运
共同体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军队援助老挝军方
抗疫物资运抵万象

这是 11 月 22 日在法国巴黎佳士得
拍卖行拍摄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手稿。

佳士得拍卖行 23 日在法国巴黎拍
出一份包含已故著名科学家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内容的计算手稿，
加上佣金等费用的总成交价高达 1338.3
万欧元。这份罕见手稿共有 54 页，包含
相对论的准备工作，是爱因斯坦和同事
兼好友、瑞士工程师米歇尔·贝索 1913
年 6 月至 1914 年年初在瑞士苏黎世写
成。其中26页出自爱因斯坦之手，25页
出自贝索之手，另有 3 页为二人共同书
写。

据路透社报道，这是目前仅知的两
份记录爱因斯坦探索相对论过程的工作
手稿之一。在手稿中，爱因斯坦和贝索
尝试用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早期版本解
决水星轨道异常问题。

爱因斯坦于 1915 年发表广义相对
论。法国天体物理学家艾蒂安·克莱因
说：“即便现在已是 2021 年，当我们研究
宇宙学乃至黑洞的聚变、引力波、脉冲
星，我们仍在使用爱因斯坦的方程式。”

新华社／法新

欧洲多国近期疫情反弹加剧，世
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23日说，
到2022年3月，欧洲区域可能新增70
万新冠死亡病例，累计病亡人数将超
过220万。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覆盖
53 个国家，包括欧洲及一些邻近地区
国家。这一机构23日发布声明说，辖
区内过去一周日均新增新冠死亡病例
接近 4200 例，较 9 月底数据增加一
倍，迄今累计病亡逾150万人。

“按目前趋势，预计到明年春天，
（欧洲区域）累计报告死亡人数将超过
220 万。”声明说，新冠病毒眼下是这

一区域“头号致死原因”。
声明说，欧洲区域49个国家重症监

护室的紧张局面将持续到明年3月。
荷兰 23 日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约 2.3 万例；七天内新增病例超过 15.3
万例，较上一周增加 39％。荷兰迄今累
计确诊超过 25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逾
1.9万例。

据路透社报道，最近几周，荷兰入院
新冠患者数激增到 5 月以来最高水平。
截至 23 日，1050 张重症监护病床中，
488 张被新冠患者占用。医院已经缩减
其他病患治疗程序。

德国疫情同样严峻，23 日宣布将

“很快”强制要求士兵接种新冠疫苗。
按法新社说法，这将使军人成为德

国首个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的公务员群
体。德国军方正准备部署士兵，帮助地
方政府开展疫苗接种、病毒筛查和其他
工作，以应对新冠感染病例激增。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2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前一天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 66884 例，刷新日增确诊
纪录，累计确诊超过549万例；新增死亡
病例335例，累计病亡超过9.9万人。

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 23 日说，
德国新冠肺炎疫情严峻，需要采取更多
防疫限制措施，不排除实施“封禁”。

尽管重新采取保持社交距离、推进
疫苗接种等抗疫措施，法国疫情眼下仍
未见好转。

法国卫生部 23 日报告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 30454 例，比一周前激增 54％，
为 8 月 11 日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累
计确诊超过 745 万例；7 天日均新增病
例超过2万例，为8月24日以来最高。

法国接受重症监护的新冠患者人数
23日升至1455人，比前一天增加49人。

法国卫生监管机构上周说，疫苗加
强针接种范围应扩大至40岁以上人群；
自15日起，政府再次规定所有小学生必
须戴口罩。 据新华社电

到明年3月累计病亡人数将超过220万
世卫组织警告欧洲疫情严峻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24 日
电 美国航天局“双小行星重定向测
试（DART）”航天器 24 日从加利福
尼亚州发射升空。这是美国航天局
首次开展测试小行星轨道偏移技术
的任务，旨在提高防御小行星撞击
地球的能力。

据美国航天局网站 24 日发布
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 24 日凌晨 1
时 21 分（北京时间 24 日 14 时 21
分），DART 航天器搭乘一枚“猎鹰

9”火箭从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发
射升空。按计划，DART 与火箭分离
后将独自飞行近一年时间，于2022年
9 月撞向一个近地“双胞胎”小行星系
统中较小的一颗小行星，以改变其轨
道。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这个“双胞
胎”小行星系统由两颗直径分别约为
780 米和 160 米的小行星组成。较小
的一颗是环绕较大小行星飞行的卫
星，它是此次试验的撞击对象。目标

小行星并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
撞击后也不会构成新的威胁，因
此成为这类撞击试验的“完美天
然实验室”。

据介绍，这次撞击主要为了
验证通过“动能撞击器技术”改变
小行星运行轨道。DART 航天
器主体尺寸与一辆小汽车相当，
两侧各有一个完全展开后长约
8.6 米的太阳能电池板。借助其
搭载的高分辨率摄像机和自动导
航系统，在“双胞胎”小行星系统
距地球约1100万千米时，DART
将以每秒约 6.6 千米的速度撞向
目标小卫星。

这次撞击将使目标小卫星轨
道周期缩短约 4 分钟，略微拉近

“双胞胎”小行星系统中两颗小行
星之间距离，这个改变幅度足以
用地球上的望远镜观测到。

美发射航天器测试小行星轨道偏移技术

明年9月主动撞击小行星

据新华社德黑兰 11 月 23 日电
（记者高文成 王守宝） 伊朗外长阿
卜杜拉希扬23日说，国际原子能机
构应无视他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保
持“技术性”，做到“专业和中立”。

据伊朗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
阿卜杜拉希扬当天在会见到访的国
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时说，伊
朗愿在有关保障协定的框架内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建设性互动”，并
希望在格罗西访问期间，双方的互信
与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格罗西在会见中强调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技术性”和“专业与公正
的”立场。他说，此次访问表明国际
原子能机构愿意与伊朗举行对话、
增进理解、解决问题和加强合作。

国际原子能机构准备在未来几个月与
伊朗密切合作解决剩余问题。

当天早些时候，格罗西与伊朗原
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举行会谈并共
同会见记者。伊斯拉米说，伊朗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探讨的所有问题都是

“技术性”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受
伊朗敌人提出的政治议题和阴谋论影
响”。伊朗决心在建设核电站等领域
推进其核计划，寻求在多领域利用核
能，希望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帮助。

格罗西在记者会上说，国际原子能
机构将与伊方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找到

“共同点”。他2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此
次访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富有成效的合
作渠道来进行直接对话，以便国际原子
能机构在伊朗恢复必要的核查活动。

伊朗外长：

国际原子能机构
应做到“专业和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