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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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3 日 06:00-12 月 14 日 20:00
停电：35kV泽卜线；

12月13日07:30-14:30停电：10kV
延东线延陵东路1#环网柜：洗米弄分11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天宁禅寺、城市照明管
理处等天宁、元丰等相关地段）；

10kV万博线全线（停电范围：北岸城

综合商场管理服务、欣祥物业等天宁等相关
地段）；

08:00-17:00 停电：10kV杨元线 15
号杆至德胜包家村469开关（停电范围：临
江花园部分、魏村花苑部分等春江、魏村等
相关地段）；

08:30-18:30停电：10kV薛北线玉龙路
#4环网柜：陆家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消防救援支队、国家安全局、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卫生健康局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10kV薛河线全线（停电范围：百康特
医疗器械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2月14日07:00-16:00停电：10kV
延西线延陵西路#3环网柜：正素巷2号柜
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高正物业管理、
德恒行物业服务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武荡线165
号杆西街下村支线后段、兰青沟支线后段
（停电范围：中交建设发展、郑陆资产经营、
神龙管业等郑陆、青龙等相关地段）；

12月16日07:30-17:00停电：10kV
新街线三堡街2号环网柜：西仓造纸厂箱式
变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三堡街部分等

五星等相关地段）；
10kV大仓线西仓街4号环网柜：大仓

路西配变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三堡街
部分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厚余线五巷
管家A1460开关至严家村G1479开关（停
电范围：桥东村委会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黄山线全线
（停电范围：正力制镜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孟东线小河路东G1270开关至
三茅殿 960 开关至孟河九龙G1671 开关
（停电范围：沿江欣业车辆部件厂、小河水清
包装材料厂、拓尔塑业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2月17日08:00-14:00停电：10kV
银西线凯德V123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霞
光印染、鑫诺纺织、益江机械等西夏墅等相
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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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10:30停电：10kV府河二线府
河名居#2变电所：#2配变102开关后段（临
检）；

12月13日07:30-19:30停电：10kV
浦前线浦南#2变电所：#1配变1010开关后
段、#2配变1020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铁本线小河
惜字洲配变、小河银河兴旺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安钢线蔡家
塘配变；

08:00-16:00停电：10kV孟庄线长江
路#5环网柜：曙光化工厂支1140开关后
段、三堡街西4幢配变1150开关后段；

12月14日08:00-17:00停电：10kV
振兴线43号杆团结站南支线侧后段(临检)；

12月15日07:30-14:30停电：10kV
嘉宏三线邮电配电所：购物中心一1130开
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罗溪线新南
村配变、罗溪二队配变；

08:00-14:00停电：10k郭河线东尧

李家支线27号杆后段；
10kV文杰线郑陆陈巷灯总配变；
12月16日07:30-14:30停电：10kV

邮电线邮电配电所：购物中心二1220开关
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孟东线孟河
街北才华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满墩线邹区
卜弋段庄段庄配变；

10kV邹卜线邹区周家小村配变、邹区
村委小村配变；

10kV梅村线邹区泰村刘巷大队配变；
10kV焦镇线82号杆市镇9#支线侧后

段、郑陆焦溪市镇1#配变；
09:00-15:00停电：10kV增光线120

开关支线4号杆勤丰电站支线侧；
12月17日06:00-18:00停电：10kV丽

二线丽华#3变电所：丽华#2变111开关后段；
07:30-19:30停电：10kV竹南线红梅

#1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2配变102
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南庄线东五
垛配变、小河仇巷里西配变；

09:00-14:00停电：10kV庙边线24号
杆圩里支线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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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作废
86603740

△ 武 进 区 湖 塘 鱼 维 悦 餐 馆 遗 失

320412000201907250048号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常州新北区河海沙娜服装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0407600155360，声明作废。

△ 江 苏 睿 拓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J3040018626001号开户许可证，声明

作废。

△ 天 宁 区 青 龙 涵 洲 建 材 店 遗 失

320402000201604220219号营业执照

正本，声明作废。

公 告
（2021）苏0492破6号之一

本院根据张磊的申请，于2021年8月
26日裁定受理常州无线电厂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9月6日指定江
苏常联律师事务所、江苏国瑞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常州无线电厂有限公司管理
人。常州无线电厂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常州
无线电厂有限公司财务情况复杂、债权人
数众多，无法在原定期间内完成相关工作
以及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为由，向本
院申请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本院审查后，认为管理人申请延期的
理由成立，同意其延期申请，故通知将常州
无线电厂有限公司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推
延至2022年2月26日下午14时以网络方
式召开（具体网络参会方式由管理人书面
告知）。特此公告。

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苏0492破5号之四

因《常州君达重工锻造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11月

29日裁定终结常州君达重工锻造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溧阳市

区溧阳市南大街西侧12号地块S4#、S5#楼及地下
室工程（溧阳万豪酒店）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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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至12月
19日），如有异议，请向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反映，联系电话：0519-87214788。

销户公示
由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溧阳市

区溧阳市南大街西侧12号地块5#~9#，G2#，G3#
配电房，地下室及相关附属工程（银江花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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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至12月19日），如有异议，请向溧阳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联系电话：0519-
87214788。

销户公示
由常州礼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天宁区

常州市正文印刷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一期）生产
研发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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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至2022年1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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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兹有常州市永联管桩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20411752719405R），经本公司股东
人（出资人）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原来的人民
币2000万元减少至50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常州市永联管桩有限公司

销户公示
由江苏城磊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江苏

兴荣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标准厂房及配套工程
研发车间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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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至2022
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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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12 月 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奥拉夫·朔尔
茨，祝贺他当选德国联邦总理。

习近平指出，中德两国互为全方位
战略伙伴，多年来坚持相互尊重、求同
存异、合作共赢，办成许多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以及世界的大事。面对百年

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中德加强沟
通和合作，共同支持全球抗疫，推动经
济复苏，展现了大国责任和担当。我高
度重视中德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
力，以明年两国庆祝建交50周年为契
机，巩固并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
交流合作，推动中德关系迈上新台阶。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
朔尔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表示中德关
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
一。我期待同你建立并保持良好工作联
系，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充实中德全方
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德友好互
利合作，再创佳绩。

李克强向朔尔茨致贺电
习近平祝贺朔尔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2 月 8 日同冰岛总统约
翰内松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冰建交 50 年来，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
冰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两国
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冰关系

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不断取得
新进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约翰内松表示，冰中友谊深厚，双
方在贸易、旅游、文化、教育、科研等诸
多领域合作密切。希望双方保持对话
沟通，共同努力构建两国繁荣、幸福、安
全的未来。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冰岛总
理雅各布斯多蒂尔互致贺电。李克强

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冰关系，我
愿与阁下共同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
为契机，推动中冰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
作取得更大发展。雅各布斯多蒂尔表
示，冰中自贸协定的实施和双边贸易增
长不仅促进了双方相互理解，也拉近了
两国人民距离。北京冬奥会将为深化冰
中关系提供新机遇。期待双方继续深化
合作，开创两国更美好的未来。

李克强同冰岛总理雅各布斯多蒂尔互致贺电

中冰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冰岛总统约翰内松互致贺电

据新华社南京12月8日电 12月
8日11时许，随着载有76个标箱出口
货物的“江苏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
车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
京货运中心尧化门铁路货场启程，长
三角地区开行的首趟中老铁路（南京
—万象）国际货运列车正式开行。

首趟中老货运列车将经云南磨憨
铁路口岸出境，最终抵达老挝首都万
象，全程 3500 余公里，预计运行时间
6 天。列车主要装载了由江苏及周边
地区企业生产的我国援助老挝的远程
教育工程配套物资，以及建材、电缆、
电器、汽车配件等支持老挝基础设施
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物资，总
计货值近300万美元，货重超600吨。

江苏省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江苏号”中老铁路（南
京—万象）国际货运列车的成功开行，
为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更好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贡献。

长三角地区首发
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

“江苏号”启程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国家邮
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 8 日实时监测数
据显示，2021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达
1000亿件，这是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
次突破千亿级别，已连续 8 年稳居世
界第一。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说，快递
支撑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农产品销
售额、制造业产值和跨境电商销售额
再创新高。目前行业有 8 家快递企
业成功上市，形成 3 家年业务量超
100 亿件、收入规模超 1000 亿元的

品牌快递集团。连接城乡、覆盖全
国、通达世界的快递服务体系基本建
成，快递网点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
服务网络加速向村一级延伸，日均服
务用户近 7 亿人次，年新增就业保持
在 20 万人以上。

从地区分布来看，2021年1至10
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分别
为 679 亿件、124.9 亿件和 63.3 亿件，
比重分别为 78.3％、14.4％和 7.3％。
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快递业务
量增长 32.5％，比重下降 1.3 个百分

点；中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增长48.1％，比
重上升 1.3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快递业
务量增长34.7％，比重基本持平。

从结构来看，今年 1000 亿件的快
递业务更多承载着农产品上行、工业品
下乡的使命，通过推进“快递下乡”“快
递进村”工程，现在全网每天有1亿件包
裹送到农村，同时农特产品源源不断地
出村进城，更加凸显快递业在促进消费
升级、畅通经济循环方面的作用，已成
为巩固脱贫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力量。

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千亿件

新华社专特稿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
米尔·普京与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7
日举行视频会晤，讨论多项议题，重点
是乌克兰局势。

普 京 与 拜 登 视 频 会 晤 超 过 2 小
时。双方谈得“坦率”，气氛似乎良好，
甚至还说了点玩笑话，但结果一如外界
及双方先前预期，“没有取得突破”。

白宫发布的照片显示，拜登身处白
宫战情室，与会官员包括国务卿安东
尼·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
克·沙利文。克里姆林宫发布的图片显
示，普京在位于俄黑海海滨城市索契的
办公室内，身旁没有其他官员。

白宫说，拜登与普京讨论多项议
题，包括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网络安全

和伊朗核问题，主要议题是乌克兰局
势。俄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说，乌
克兰局势占据“许多时间”。

沙利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拜登对
普京“直言不讳”，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
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发出警告：如果俄
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欧
洲盟友将以“强有力的经济措施”回应，
向乌方提供“更多防卫物资”，同时“筑
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欧成员国，
使其拥有更多应对俄方行动升级的能
力。

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普
京与拜登的交谈“十分坦率”，直言俄方
受到“现实威胁”，对乌克兰和北约的军
事行动升级感到忧虑。乌沙科夫说：

“俄罗斯部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没有威
胁任何人。”

克里姆林宫在会晤后发表声明，强
调北约才是局势紧张的推手，要求北约
停止东扩以及在俄邻国部署进攻性武
器，且就此提供“可靠的法律保证”。乌
沙科夫说，普京告诉拜登，上述条件是
俄方的“红线”。

“没有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说，“现
在可能难以期望取得任何实质性突
破。”他认为，俄美之间长期以来积累了
大量难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可
能需要不止一个月，甚至不止一年”。

不过，双方都肯定两国领导人视频
会晤的积极意义。普京和拜登同意，双
方团队今后将继续对话。

普京拜登视频会：谈得坦率，没有突破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减
刑、假释能否做到公平公正，直接关系
刑罚执行效果，影响司法权威和公信
力。记者8日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
审理的意见》，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工
作，确保案件审理公平公正。

意见提出，审理减刑、假释案件
应当全面审查刑罚执行机关报送的
材料，既要注重审查罪犯交付执行
后的一贯表现，同时也要注重审查
罪犯犯罪的性质、具体情节、社会危
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
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等，依法作出
公平、公正的裁定，切实防止将考核
分数作为减刑、假释的唯一依据。

意见强调，坚持主客观改造表
现并重。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既要
注重审查罪犯劳动改造、监管改造
等客观方面的表现，也要注重审查
罪犯思想改造等主观方面的表现，

综合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
在审查减刑、假释案件的相关证据

材料方面，意见提出，应当认真审查罪
犯的考核分数的来源及其合理性；对于
罪犯的认罪悔罪书、自我鉴定等自书材
料，要结合罪犯的文化程度认真进行审
查。在罪犯立功、重大立功的审查方
面，意见强调，对于技术革新、发明创
造，应当注重审查罪犯是否具备该技术
革新、发明创造的专业能力和条件；“较
大贡献”或者“重大贡献”，是指对国家、
社会具有积极影响，而非仅对个别人
员、单位有贡献和帮助。

针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容易流
于形式等问题，意见在充分发挥庭审
功能、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效行
使庭外调查核实权、强化审判组织职
能作用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
定。意见提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减
刑、假释案件，应当围绕罪犯实际服刑
表现、财产性判项执行履行情况等，认
真进行法庭调查。人民检察院应当派
员出庭履行职务，并充分发表意见。

两高两部印发意见

进一步严格规范减刑假释

12 月 8 日，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
航天发射场，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大·米
苏尔金（中）和日本富商前泽友作（左）及
其助理平野阳三准备登上“联盟 MS－
20”号飞船。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塔斯社在国际
空间站开设记者站，成为全球首个在国
际空间站设立常驻机构的媒体。塔斯社
首位太空记者为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
大·米苏尔金，他于12月8日与日本富商
前泽友作及其助理乘坐俄罗斯“联盟
MS－20”号飞船进入太空。米苏尔金将
在空间站讲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读者
可通过塔斯社了解相关消息，相关照片
和视频会在塔斯社网站和社交媒体官方
账号上发布。 新华社／法新

首位太空记者上天了

新华社新德里 12 月 8 日电 据印
度媒体 8 日报道，印军方一架米—17
直升机在泰米尔纳德邦坠毁，机上 13
人身亡，其中包括印国防参谋长比平·
拉瓦特。

据报道，这架直升机当地时间 8
日 12 时 20 分左右在泰米尔纳德邦古
努尔地区坠毁，机上载有拉瓦特和夫

人及多名军官等共14人。目前，包括拉
瓦特夫妇在内的 13 人遇难，另有 1 名军
官受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印度总统科温德和总理莫迪在社交
媒体上确认了该事故，并向包括拉瓦特
在内的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

当地电视台画面显示，直升机坠毁
后剧烈燃烧，机身损毁严重。事故原因

目前尚不清楚。当地媒体报道称，该地
区大雾弥漫，能见度低。印度空军已表
示将展开调查。

2019年8月15日，莫迪在印度独立
日讲话中宣布设置国防参谋长一职。国
防参谋长是国防部长与陆海空三军种相
关事务的首席军事顾问。拉瓦特2019年
12月30日被任命为首任国防参谋长。

印度军方一直升机坠毁

印度国防参谋长等13人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