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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86603740

销户公示
由江苏先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市

局前街小学校安改造工程田径场及附属工程施工
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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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1月6日至2月6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建
设 工 程 管 理 中 心 反 映 ，联 系 电 话 ：0519-
85127170。

江苏先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月4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先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市

教科院附属中学工程及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钟楼
新城校区新建工程体育运动场塑胶面层施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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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
月6日至2月6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建设工
程管理中心反映，联系电话：0519-85127170。

江苏先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月4日

△蒋丽琴遗失2013020916号园

林绿化工程师证，声明作废。

△钟楼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遗

失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编号：07864187、07864188，声

明作废。

△常州豪泽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遗失J3040021682001号开户

许可证，声明作废。

△陈樱遗失02603470江苏省行

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声明作废。

△常州市可润副食品商行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使用。

减资公告
因公司发展需要，为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

联创自动仪器仪表（常州）有限公司（注册号：
91320411MA21Y02850）决 定 将 注 册 资 本 由
1000万元人民币减至5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联创自动仪器仪表（常州）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减资公告
江苏搜索投资有限公司根

据2021年12月31日股东会决
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5500万元减至1000万元，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搜索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1-2

01月04日08:00-13:00停电：10kV

谈家线排水管理处西支线2号杆后段（停电

范围：智高化学科技、格林长悦涂料等春江

等相关地段）；

08:00-13:30停电：10kV奔镇线宏庆

玻璃V1149开关至南园菜场B1273开关至

金牛中路2号环网柜：奔镇线1110开关（停

电范围：中天炉料、奔牛镇人民政府、中国电

信股份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01月07日08:00-17:30停电：10kV

国礼线15号杆前段（停电范围：新智汇家政

服务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光辉线神米5212开关前段（停电

范围：昊顺电子、国礼纺织染整等邹区等相

关地段）；

10kV邹镇线16号杆后段（停电范围：

邹区宾馆、苏士兰电子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锦纶线全线（停电范围：金源华

庭部分、华尔曼体育文化发展、锦纶厂等邹

区等相关地段）；

01月10日08:00-16:00停电：10kV

滨都线73号杆至魏村周家A1819开关（停

电范围：闸北村委会等魏村等相关地段）；

08:30-15:30停电：10kV湾城线团结

池家G113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雕庄街道

团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雕庄街道办事处、

常州制药厂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01月11日07:50-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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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达服装等茶

山等相关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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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街道办

事处等茶山等相关地段）；

10kV广化线光华路#2环网柜：广化线

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光华苑部分、浦

北新村部分、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等茶山、

雕庄、兰陵等相关地段）；

08:00-17:30停电：10kV常青线帕威

尔#1环网柜：常青线出线1120开关至北塘

河路9号环网柜：常青线1110开关（停电范

围：中交建设发展、上能新特变压器等朝阳、

青龙等相关地段）；

01月12日08:00-17:30停电：10kV

上能线北塘河路#1环网柜：麒麟健康二

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麒祥健康管理等

郑陆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1月04日08:00-13:00停电：10kV

徐东线郑陆徐家头电站配变；

10kV郑农线郑陆施家巷巷东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常恒线主线

5号杆魏村黄家巷支线侧(临检)；

08:30-10:30停电：10kV逸境二线新

城逸境#2变电所#2配变#2避雷器102开关

后段（临检）；

01月05日07:30-15:30停电：10kV

欣园一线 15 号杆至茂盛研究所 G1002

开关；

08:00-13:00停电：10kV武荡线羌家

西站2#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绿万一线赛

恩塑业开关支线5号杆雷纳机械支线侧(临

检)；

01月06日08:00-11:00停电：10kV

戚北线郑陆花园南刘配变；

01月07日08:00-15:00停电：10kV

茅庵线139号杆水厂支线侧(临检)；

01月10日07:00-18:00停电：10kV

翠家线翠竹#20变电所：翠竹#23变112开

关后段；

09:00-16:00停电：10kV元丰线9号

杆至劳动西路#14 环网柜:元丰线 1120

开关；

01月11日08:00-11:00停电：10kV

郑镇线郑陆市镇居民2#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安基线奔牛

何家陈家配变；

01月12日08:00-12:00停电：10kV

孟城线孟城邵家西配变、孟河树新西变配

变、孟河孟城易达变配变；

10kV关帝线孟河庙边凯达配变；

10kV九龙线孟河斜桥洪武南配变；

12:00-16:00停电：10kV孟城线孟河

城北观前配变；

10kV小湾线孟河静海二队配变；

10kV关帝线孟河庙边李家南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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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国梅：

本机关依法对你在新北区美林国际村115幢涉嫌违法建设立案调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多次向你送达《立案通知书》和《调查（询问）
通知书》均未成功。为保障你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
有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常新城综执立通字（2021）第SJ111903号《立案通
知书》和常新城综执调（询）通字（2021）第SJ111903号《调查（询问）通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你有义务协助本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在上述通知
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至本机关接受调查询问、陈述和申辩。（地址：常州市新北区
通江中路305号，联系电话：0519-89886009），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机关
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月4日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2022年1月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哈萨克斯坦首
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托卡耶夫互致
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在致纳扎尔巴耶夫的贺电中指
出，建交30年来，中哈关系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成为邻国间
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典范。纳扎尔巴耶
夫首任总统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为推
动两国关系发展、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作出卓越贡献，我对此高度评价。
习近平强调，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是

我的老朋友，我珍视同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
统建立的良好工作关系和深厚个人友谊。我
高度重视中哈关系发展，愿同纳扎尔巴耶夫
首任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行稳致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在致托卡耶夫的贺电中指出，中
哈互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建交
30 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政

治互信不断深化，各层级交流日益密切，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哈萨克
斯坦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高度重
视中哈关系发展，愿同托卡耶夫总统一道努
力，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巩固中哈传统友好，
深化两国战略对接，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再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中国是最早承认哈

萨克斯坦独立的国家之一。双方在相互信任
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哈中永久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哈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哈中
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托卡耶夫表示，建交 30 年来，哈中为国
际社会发展国家间关系树立了典范，成为欧
亚地区稳定繁荣的重要因素。双方彻底解决
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将两国共同边界打
造成哈中友谊与团结的桥梁。我愿同您一
道，为发展哈中关系作出更大努力。

习近平分别同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总统托卡耶夫就中哈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2021仍在回味，2022已经出发。
新的一年，悬念仍多：新冠肺炎疫

情会走向终结吗？全球经济能回归常
态吗？俄西关系会继续恶化吗？“德法
发动机”能继续推动欧盟前行吗？面
临中期选举、各种问题缠身的美国又
会给世界带来多少新的风险？

悬念一：新冠肺炎疫情会走
向终结吗？

2021 年，德尔塔、奥密克戎等变
异新冠病毒毒株接连“兴风作浪”，给
各国抗疫带来严峻挑战。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数据，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和死亡病例已分别超过 2.8 亿和 541
万例，奥密克戎毒株已传播至全球
110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加快接种疫苗是抗疫成功的
关键。“新冠疫苗实施计划”疫苗独立
分配小组日前呼吁，到2022年年中应
在全球所有国家实现 70％的疫苗接
种覆盖率。中国迄今已向120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20亿剂疫苗，成
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

新的一年，国际社会在抗疫问题
上能否团结合作，美国等国能否承担
起应有的责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人类能否早日战胜疫情。

悬念二：世界经济会回归常
态吗？

2021 年，全球经济复苏在疫情中
颠簸前行。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

预测，世界经济规模将在2022年首次
超过 100 万亿美元，比此前的预测提
前了两年。

然而，疫情反复、供应链瓶颈、通胀
上升、复苏分化等挑战预计将继续影响
2022年世界经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
收紧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可能会给世
界经济带来更多风险。部分新兴市场
与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资本外流、本币
贬值等风险，经济复苏恐将受到拖累。

种种不确定性之中，中国经济保
持稳健前行，继续为世界经济复苏注
入信心和动能。可以说，疫情下，中国
仍然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
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正在为世
界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

悬念三：俄西关系会继续恶
化吗？

2021 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围绕
乌克兰问题等激烈交锋，双方关系进入
冰冻期。俄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俄在安
全问题上已经被逼得“退无可退”。

美国近来大肆炒作俄乌“战争风
险”，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打“乌克兰牌”
进一步破坏俄欧关系，在持续打压俄
罗斯的同时，强化美国对欧洲的影响
力。受此影响，俄欧关系更趋复杂，如
果欧盟方面未来与美国合作，对俄德

“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或对俄金
融系统实施制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
欧盟自身能源安全及金融稳定。

北约最近在波罗的海、黑海等地

动作频频，已引发俄强烈不满。如果北
约一再触碰俄方“红线”，可能引发严重
后果，影响全球战略稳定。

悬念四：新“德法发动机”能推
动欧盟前行吗？

2021年年底，德国新政府启航；2022
年，法国将迎来大选。被视为欧盟“双引
擎”的德国和法国正在穿越过渡期。

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冲击下，欧洲
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反复，低碳战略、数字
经济等进程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与此
同时，英国“脱欧”后出现的英法渔业和
难民纠纷、“新老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
等也将持续发酵。面对这些风险挑战，
新的“德法发动机”能否尽快磨合到位，
将影响欧盟前进的方向和步伐。

在经历美国窃听欧洲盟友、仓促从
阿富汗撤军、抢走法国潜艇出口订单等
一系列事件后，越来越多欧洲人认定美
国靠不住，欧盟战略自主意愿进一步增
强。2022 年 1 月起，法国开始担任欧盟
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
国轮值期间的目标是“让欧盟从内部合
作，转向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强大欧洲而
存在，让欧盟拥有充分主权和决策自由，
掌握自己的命运”。

悬念五：伊核谈判会迎来突破
吗？

2021年4月开始，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相关方已完成七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
其间历经伊朗政府换届以及从6月至11

月的5个多月停滞，至今未能取得实质性
成果。2022年，这一事关中东地区稳定
的谈判会继续拖延，还是会迎来突破？

目前，伊美之间分歧依旧严重。伊
朗坚持要求美国和欧盟国家取消对伊制
裁，并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面前低头；美
国则要求伊朗继续履行伊核协议规定，
限制或冻结相关核活动，并威胁可能采
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其他选项”。作
为令伊核问题陷入困境的始作俑者，美
国一方面表示愿意重返伊核协议，一方
面又继续对伊追加制裁，表现出一贯的
蛮横霸道。如果美方不改变其强硬立
场，伊核谈判前景难乐观。

悬念六：美国将给世界带来哪
些风险？

2021年的美国，年初国会大厦遭暴
力冲击震惊世界，年中开始从阿富汗仓
促撤军留下巨大烂摊子，年末上演所谓

“民主峰会”闹剧，同时还大搞“疫苗民族
主义”阻碍国际抗疫合作⋯⋯美国内部
撕裂、霸权衰落、虚伪面目和自私本性在
世界面前暴露无遗。国际社会愈发看
清，美国是世界最大乱源。

随着美国 2022 年进入中期选举周
期，国内党争势必更趋白热化，种族矛
盾和排外情绪恐将进一步加剧。为维
护自身霸权，美国继续搞“小圈子外
交”，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端渲染
他国威胁，执念于挥舞干涉、制裁乃至
武力大棒⋯⋯这些都将给世界和平、发
展、合作、团结带来严重威胁。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曾
将“撕裂的美国”列为“2021年世界十大
风险”之首。2022 年，美国带来的风险
恐将只增不减。

据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2022，世界面临的六大悬念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大力
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通
知，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地区结合实际抓好
贯彻落实。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与黄河
一起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
江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中发挥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格局的标志性象征，很大程度上丰
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多样性，“江河
互济”构建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
园。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充分激
活长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系统
阐发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深入挖
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对于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丰
富完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做大做
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延续历史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中华
文化标识的传播度和影响力，向世
界呈现绚烂多彩的中华文明，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据了解，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范围综合考虑长江干流区域和长
江经济带区域，涉及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 13 个省区
市。下一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将继续加强统筹协调，中央
有关部门牵头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建
设实施方案和建设保护规划，指导相
关省份编制分省份规划，精心组织、
协同推进、有序实施，着力形成布局
合理、特色鲜明、功能衔接、开放共享
的建设格局，确保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高质量推进。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

新华社西安1月3日电 记者从3日下午召开的西安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12月9
日0时至2022年1月2日24时，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
病例1663例。

2022 年 1 月 2 日 0 时至 24 时，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 90 例，均为轻型，其中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80 例、在封控
区中发现10例。

目前，在 1663 例确诊病例中，已治愈 17 人，均转入西
安秦皇医院接受健康监测、隔离康复。现有1646例确诊病
例在西安市胸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航天院区、西安市长
安区医院隔离治疗，患者总体以轻型和普通型为主，其中危
重型5例、重型16例。

据了解，自2022年1月3日起，西安市新增2个高风险
地区和 7 个中风险地区。截至目前，西安市共有高风险地
区3个、中风险地区64个。

1月2日0时至24时

西安市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90例

新华社华盛顿1月2日电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日发
表声明说，他当天早上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将进行
自我隔离。

奥斯汀说，目前他的症状轻微，将在未来5天进行自我
隔离。隔离期间，他将继续行使国防部长职权，并以线上方
式参加个别重要会议。他已完全接种疫苗和加强针。

奥斯汀说，他最近一次与总统拜登会面是在 2021 年
12月21日，那时的检测结果呈阴性。

根据声明，奥斯汀去年 12 月 30 日曾在国防部所在地
五角大楼与几名身边工作人员短暂会面，其间所有人都戴
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奥斯汀此后未曾去过五角大楼。国
防部已开始对奥斯汀的密接人员进行排查。

奥斯汀现年68岁，于2021年1月就任美国国防部长。

美国国防部长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2021 年
12 月 3 日，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一个月来，这条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
挝万象的国际铁路，客货运输两旺。
记者 3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开通运营一个月来，中老铁路
累计发送旅客 67 万人次，发送货物
17万吨，交出“满月”亮眼成绩单。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后，老挝开启
铁路运输新纪元，中国的普洱、西双版
纳也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中老铁
路列车安全、绿色、高效、便捷，成为沿
线民众出行的首选，旅客发送量强劲
增长。国内段每天开行动车组列车最
高达31.5对，平均每30分钟左右开行
一趟，单日发送旅客由开通时的 1.9
万人次增至最高 3.3 万人次，累计发

送旅客 62 万人次；国外段旅客乘坐
“澜沧号”出行的需求十分旺盛，周末
和节假日客流火爆，单日发送旅客由
开通时的1000人次增至最高2600多
人次，累计发送旅客5万人次，在元旦
假期加开万象至磨丁动车组列车 1
对，满足老挝民众节日出行需求。

中老铁路在中国和东盟间构建起
一条便捷物流通道，昆明至万象货物
列车全程最快仅需30小时，运输时间
和成本较公路大幅压缩。中老铁路开
通以来，累计开行货物列车380列，发
送货物 17 万吨，其中国际货物列车
70 列，发送货物超过 5 万吨。货物品
类不断增加，从开通初期的橡胶、化
肥、百货扩展至电子、光伏、通信、汽
车、纺织、蔬菜、鲜花等产品。

中老铁路交出“满月”成绩单

1月3日，顾客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选购化妆品。
据海南省商务厅统计，2021年海南离岛免税店总销售额突破600亿元。目前，海南离岛免税经

营主体共5家，离岛免税店已增至10家，免税店经营面积达22万平方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