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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价公告
我司就“粤海工业园常州空港园二

期厂房外墙涂料翻新工程”进行公开比
价，现邀请合格报价人就该项目进行报
价，信息如下：

一、概述：空港园二期厂房外墙涂料
采购及施工，面积23371.91㎡，预算金
额44.66万元。

二、报价人资质要求：房屋建筑工程、
装饰装修专业叁级或以上资质。

三、有意参加报价者请于2021年12
月2日至2021年12月3日携公司授权
书、代理人身份证到常州新北区高新科
技园15号楼北区401室领取比价文件。

四、联系方式：谈先生
联系电话：0519-85155328

粤海置业（常州）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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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04日08:00-16:00停电：10kV百
草一线绿洲家园中间变电所：三晶物业1130
开关后段、宏锦房地产一115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高科物业管理、绿洲家园业主委员会等
安家、三井等相关地段）；

12月05日08:00-16:00停电：10kV百
草二线绿洲家园中间变电所：路灯管理处新北
区社会事业局1250开关后段、宏锦房地产二
12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世府邻里业主委员
会、百草园小学、城市照明管理处等三井等相
关地段）；

12月 06日 06:00-20:00 停电：110kV
卞润线；

07:00-15:30停电：20kV玉龙线百馨西
苑#16中间变电所：百馨西苑#19变I段214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百馨西苑部分等百丈等
相关地段）；

20kV祁连线百馨西苑#16中间变电所：
百馨西苑#19变 II段2240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百馨西苑部分等百丈等相关地段）；

12月07日07:00-15:30停电：20kV延
申线天逸城#6中间变电所：天逸城8号变I段
2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天逸城部分等薛家

等相关地段）；
20kV重工线天逸城#6中间变电所：天逸城

8号变II段22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天逸城部
分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7:30-18:00停电：20kV延申线顺园路#
1环网柜：东渡国际#1变2150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东渡国际青年城部分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12月08日07:30-14:30停电：10kV二
院线正素巷3号环网柜：信托投资二1140开
关后段、泰富百货二1150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高正物业管理、德恒行物业服务等天宁、荷
花池等相关地段）；

08:00-17:00停电：10kV郑农线26号
杆农机厂支线后段（停电范围：远大新材料科
技股份、神力医用制品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8:20-15:30停电：10kV旺财线普洛斯
G1496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良春集团、中国
电信股份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10kV增光线景家塘593开关至勤丰电站
B1546开关（停电范围：长润锻造厂、腾豪商
贸、金吉彩色电镀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12月09日07:30-18:30停电：35kV丰
芝线；

07:30-11:30停电：10kV安阳线天龙配
电所：怀德北路#1箱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交通警察支队、公共交通集团等荷花池等
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新堂线新堂路
#6环网柜：毛家塘支1150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勤业村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12月10日07:30-14:30停电：10kV官

保线晋陵中路#7环网柜：新城广场二112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北岸城综合商场管理服务
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孝都线弘都
新村17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新海飞金属制
品、中建筑港集团等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08:30-12:30停电：10kV孟东线范家
埭C1855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水利建设工
程、润江村村民委员会、大圩站灯总等孟河等
相关地段）；

10kV四圩线南荫954开关至斜桥红光
A1803开关（停电范围：玉昕车辆配件、鸿运
车辆配件厂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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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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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检）；
10kV浦河线常运支线23号杆常运支线侧

和海联机械厂支线侧（临检）；
12月06日07:30-19:30停电：10kV二院

线城市花园中间变电所：#1配变1010开关后段；
10kV华庭线城市花园中间变电所：#2配变

1020开关后段；

08:00-14:30停电：10kV工人线清潭93
幢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晓峰线郑陆范家
庄西配变、郑陆三皇庙大章家头配变、郑陆三皇
庙韩科里配变、郑陆胡庄塾村电站配变、郑陆三
皇庙野王庄配变；

08:0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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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07日08:00-15:00停电：10kV新沟
线郑陆泥河吕家配变、郑陆泥河吕家后村配变、
郑陆泥河后村配变、郑陆泥河吕家北配变、郑陆
中绛北站配变；

08:00-16:00停电：10kV宋塘线三皇庙南
苏家头配变、郑陆胡庄东配变、郑陆胡庄西配变；

08:30-10:30停电：10kV德安线红梅南路
#2环网柜：红梅南路#2箱1140开关后段（临检）；

12月08日07:20-15:40停电：10kV汉西
线新泉汽车支线3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新泉汽
车支线2号杆至3号杆；

08:00-14:00停电：10kV青雅二线郑陆东
青医院配变、郑陆东青邱家村2#配变；

08:00-16:00停电：10kV芳茂线陈济沟配
变、郑陆花园刘家村东配变、郑陆刘家头大队
配变；

12月09日07:30-19:30停电：10kV江
南线邹新花园#16中间变电所：#1配变1010开
关后段、#2配变1020开关后段（临检）；

08:00-13:00停电：10kV庄桥线郑陆白

茅宋塘村配变、郑陆花园超市配变（临检）；
08:00-14:00停电：10kV后枉线钢化玻

璃厂配变、郑陆新沟麻子坟配变、郑陆新沟电站
配变、郑陆新沟农场配变（临检）；

12月10日07:30-19:30停电：10kV浦前
线浦南#5变电所：#1配变1010开关后段、#2配
变1020开关后段；

08:00-15:00停电：10kV科明线科东支
线9号杆周家塘支线侧；

10kV新马线47号杆孙家孟家村支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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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作废
86603740

2021年常州市新北区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公示
根据《市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意见》《新北区住房保障工作意见》的规定，经过本人申请、乡镇（街道）调查核

实和区住建局审核，在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及实际居住地社区资格公示后，下列申请人将享受新北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
现予公示。如有异议，请于十日内向新北区住建局反映（地址：崇信路8号，电话：85127597）。

序号
1
2
3
4
5
6
7

申请人
包丽敏
陈明
许武平
芮美娟
倪月琴
沈凤梅
宋菊妹

性别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工作单位
无
无
无
退休

打临工
打临工

无

户口所在地
新北区罗溪镇鸦鹊村委鸦鹊沟189号

新北区薛家市镇12-3号
新北区金城花苑3幢戊单元601室
新北区前桥新村42幢甲单元102室
新北区天山花园25幢乙单元903室

新北区富都北村678号
新北区盘龙苑82幢乙单元101室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人均月收入（元）
低保
低保
1700
1495
1375
1000
1424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低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公示名单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公示名单
序号
1

申请人
陈文妹

性别
女

工作单位
退休

户口所在地
新北区泰山路180-1号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无房

人均月收入（元）
3660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常州市金坛区烟草专卖局公告
坛烟专〔2021〕公字第10号

2021年常州市邮政管理局、常州市烟草专卖局打击寄
递渠道涉烟违法行为联合执法办公室执法人员对常州市金
坛区快递公司进行检查。在常州市金坛区金湖路29号（申
通快递）11月11日、11月12日、11月24日查获装有卷烟
的包裹，运单号：773130002304260、773130002451965、
773130016029861、773128491296938、7731284907979
24、773129781034768、773129781105232、7731333058
88906；在常州市金坛区西城路117号（中通快递）2021年
11月 15日、11月 29日查获装有卷烟的包裹，运单号：
75826206017717、75826206407414、75832184685130、
75832184683895。

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苏
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
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2021年12月2日

△史洛宇遗失 L320490194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武进区九龙小商品批发市

场 龙 城 日 用 品 商 行 遗 失

41142619910610805701 号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

作废。

△倪成芝遗失离休干部荣誉

证，声明作废。

△白焕荣遗失军官退休证，

声明作废。

△周晓伟遗失军官退休证，

声明作废。

施工公告
人民路（大明路-常遥路）改扩建工程全封闭施工，2021年

12月2日-2021年12月31日期间过境车辆及行人根据现场指
示牌绕道行驶。

江苏朗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
公告

常州纤维检验所拟向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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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12月2日起10日内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纤维检验所

2021年12月2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
公告

常州市粮油质量监督检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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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日起1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粮油质量监督检测站

2021年12月2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2 月 1 日就柬埔寨诺
罗敦·拉那烈亲王逝世向柬埔寨国

王西哈莫尼致唁电。
习近平表示，拉那烈亲王是

柬埔寨王室重要成员，也是中国

人民的亲密朋友，为推动中柬关
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我高度重
视巩固和发扬中柬传统友谊，愿

同你一道，不断深化两国人民友
好，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
向前迈进。

习近平就柬埔寨拉那烈亲王逝世
向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致唁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外 交 部 发 言
人华春莹 1 日宣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2 月 3 日同老挝人民

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视
频会晤，并以视频连线形式共同见证中老
铁路通车。

习近平将同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举行视频会晤并共同见证中老铁路通车

新华社日内瓦 11 月 30 日电
（记者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 11 月
30 日说，全面旅行禁令无法阻止新
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国际传
播，只会给人民生活和生计造成沉
重负担，进而对全球抗疫努力产生
不利影响。

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该
组织26日将奥密克戎毒株列为“需
要关注”的变异毒株，此后越来越多
的国家采取临时限制旅行措施，包
括禁止来自南部非洲国家和其他一
些发现该毒株国家的旅客入境。

世卫组织认为，全面旅行禁令

无法阻止奥密克戎毒株的国际传播，
只会给人民生活和生计造成沉重负
担，抑制各国报告和分享新冠流行病
学和测序数据的积极性，进而对全球
抗疫努力产生不利影响。世卫组织同
时建议，身体不适或高风险人群，包括
60 岁及以上人群或有合并症者，应推
迟旅行计划。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表
示，一些国家正在采取没有基于证据
或本身无效的生硬措施来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不平等。
各国应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采取合
理、适度的降低风险措施。

世卫组织：

全面旅行禁令无法阻止
奥密克戎毒株传播

新华社科伦坡 12 月 1 日电（记者唐
璐） 马累消息：据当地媒体报道，马尔代
夫最高法院 11 月 30 日宣布，马刑事法
院 2 年前作出的马前总统阿卜杜拉·亚
明犯洗钱罪的判决不成立，裁定立即释
放亚明。

亚明于 2013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1
月任马尔代夫总统。2019 年 11 月，马
尔代夫刑事法院认定亚明把属于政府的
100 万美元汇款存入其个人账户，以洗
钱罪判处亚明 5 年监禁并向国家支付
500万美元赔偿金。亚明否认自己有任
何不当行为，并提出上诉。

经 过 几 次 听 证 会 ，最 高 法 院 11
月 30 日 宣 布 判 决 结 果 说 ，无 法 证 明
存 入 亚 明 个 人 账 户 的 汇 款 原 本 属 于
政府，3 名法官一致裁定将亚明无罪
释放。

马尔代夫最高法院裁定：

前总统亚明
无罪释放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个顾

问小组 11 月 30 日投票支持使用口
服治疗新冠药物莫那比拉韦，为药
管局就是否批准将这款药物用于美
国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意见。

不过，顾问小组 13 比 10 的投
票结果差距微小，显示医学专家对
美国默克公司和里奇巴克生物医
药公司联合研发的这款药物仍存
疑虑。

适用高风险人群
据美联社报道，顾问小组限定

推荐使用莫那比拉韦的人群为中度
转重症或死亡风险较高的成年患
者，包括老年人、肥胖人群、哮喘患
者。顾问小组中大部分人认为，这
款药物不应用于接种过新冠疫苗的
人，因为有关药效的研究没有涉及
这类人群。

默克公司 11 月 26 日发布基于
1400人临床试验的完整数据显示，相
比服用安慰剂的成年新冠患者，服用
莫那比拉韦的成年患者住院和死亡风
险低 30％。此前数周，默克公司基于
不完全研究结果报告的这一数字为
50％。公司副总裁达里亚·哈祖达对
法新社记者解释说，最终结果显示药
效减弱，可能因为在研究的第二阶段，
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不知何种原因重
症病例减少。

美国药管局文件显示，利用大鼠
和兔子开展的莫那比拉韦研究显示，
该药物可能损害胎儿发育。默克公司
也建议孕妇不要使用莫那比拉韦。

莫那比拉韦的作用机制是使新冠
病毒的基因物质产生变异，从而阻止
病毒复制。有医学专家担心这可能伤
害人体DNA，还可能导致病毒本身发
生危险变异，进化出新毒株。

抗新毒株效果未知
默克公司尚未开展实验研究莫那

比拉韦对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的作用。该公司说，以这种药物抑制
其他毒株的效果看，它对奥密克戎毒
株应有一定作用。

不过，顾问小组投赞成票的专家
戴维·哈迪说，没有数据说明这款药物
对新变异毒株起作用，在这件事上应
该“措辞谨慎”。

美联社报道说，美国药管局预计会
在今年年底前决定是否批准莫那比拉
韦紧急使用授权的申请。

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 11 月
4 日宣布，批准莫那比拉韦用于治疗
轻度至中度症状的新冠患者，这些患
者至少存在一个导致重症发生的风险
因素，包括肥胖、年龄超过60岁、糖尿
病和心脏病等。 据新华社电

默克新冠口服药获认可

11月3日，在津巴布韦南马塔贝莱兰省省会关达的塞农多小学，学生从中国援建水井里打水。今年8月，塞农多小学的水井顺利出水，这也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为津
巴布韦援建的第1000口水井，40多万民众因此受益。

在“千丘之国”卢旺达，中国技术人员正在紧张地操作钻机，为完成 200 口“中国井”援建任务日夜奔忙。中国向卢旺达援建水井项目由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计划完成200口井，目前已完成150口井，项目预计明年3月全面完工。 新华社发

韩国疾病管理厅 1 日通报，前
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123例，为
疫情去年年初在韩暴发以来单日新
增首次超过5000例；现有重症病例
723 例，同样为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据疾病管理厅通报，韩国累计确

诊病例 452350 例；新增死亡病例 34
例，累计病亡3658人。

截至 1 日上午，韩国发现 4 例疑
似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
病例，患者除肌肉酸痛和呼吸道症状
外，暂无异常。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
将考虑是否强化入境检疫，为所有入

境人员做基因测序。
截至11月30日晚，首都圈重

症监护床位使用率已达 89.2％，
医疗系统亮起红灯。行政安全部
长官全海澈说，政府正考虑采取
更多防疫限制措施，并将确保到
本月中旬至少增加1300张病床。

密克戎毒株令韩国防疫部门
神经紧绷。政府上月 29 日决定
暂缓实施第二阶段“分阶段恢复
日常”措施并公布为期 4 周的特
别防疫对策。

韩国11月1日开始分三阶段
逐步解除防疫限，原计划12月中
旬进入第二阶段。一些医学专家
指出，在新增病例和危重症患者
激增的情况下，一旦奥密克戎毒
株传入境内，恐难继续“松绑”，政
府应恢复限制私人聚会等保持社
交距离措施。 据新华社电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破5000

韩国医疗系统亮起红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