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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25—2

注：原定06月21日08:00—14:00停
电：10kV云东线白云东苑#1变电所：#2配变
102开关后段停电撤销；

原定06月22日07:00—19:00停电：
10kV锦绣线锦绣花园#5变电所：#1配变101
开关后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停电撤销；请
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6月22日07:30—15:30停电：10kV元
丰线清凉变至万都广场#1环网柜：元丰线1110
开关至和平中路6号环网柜：元丰线1110开
关（停电范围：浦北新村部分、驴上头部分、吉
泰航空用品等兰陵、雕庄、茶山等相关地段）；

07:30—17:30停电：10kV金黄线交通
器材厂支线13号杆后段（停电范围：欧尚超市、
茶山村村民委员会等兰陵、茶山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丰盛线新区
自来水457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尚雍商贸、恒
港起重成套电器、丰盛光电科技股份等三井等
相关地段）；

10kV汾水线亚玛珂459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普泰玻纤制品、常柴股份、新欣武交机械
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6月23日06:30—19:30停电：10kV环
医二线全线（停电范围：武进人民医院等红梅
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汉西线通利
器材G1163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通利交通器
材、鸿石仓储服务、开发减震器等薛家、罗溪等
相关地段）；

10kV吕南线常顺机械C1940开关至瑞
林压铸G1299开关（停电范围：晨丰电镀、佳
祥不锈钢制品、吉梁机械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新裕线61号

杆前段（停电范围：新闸花苑部分、钟楼区教育
文体局、新闸农贸市场等新闸等相关地段）；

08:30—15:30停电：10kV孝都线弘都
新村17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汉诺车圈、江洲
钣焊、凯都电器等魏村、春江等相关地段）；

06月24日08:00—14:00停电：10kV旺
田线任葛大队A171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任
葛村委会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迎春线中山
路#1环网柜：鹤苑新都#1变114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鹤苑新都部分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6月25日06:30—14:30停电：10kV邹
傅线常金路#14环网柜：东岱钱家村支112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时泰物流中心、树伟丝绒、
茂兴食品等西林、永红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雕清线全线
（停电范围：东南工业废水处理厂、城市防洪工
程管理处、城市照明管理处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06月26日08:00— 17:30停电：10kV
藻江线野田里东57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黄
海居委会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圩塘线86号杆加号侧后段（停电范
围：圩塘社区、黄海社区等圩塘、春江等相关地
段）；

10kV渡口线长江齿轮C1328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圩塘康乐中心、昊杰纸业、法斯特
诺五金等春江、百丈、圩塘等相关地段）；

06月27日07:30—15:30停电：10kV工
人线清潭93幢709开关至清潭二小695开关
（停电范围：常州清潭实验小学、绿健餐饮等永
红等相关地段）；

10kV阳光二线阳光花园配电所：阳光花
园#3变12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阳光花园
部分等河海等相关地段）；

07:30—17:30 停电：10kV文保线正

素巷4号环网柜：青果巷2号箱115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青果巷、天井巷等天宁等相关
地段）；

10kV晋投线东下塘5号环网柜：青果
巷1号箱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青果巷
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嘉禾二线
飞龙变1号环网柜：嘉禾二线出线114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奥博车辆维修、众安物
业、城市排水等百丈、三井等相关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公园线吊
桥路#3环网柜：东头村15幢支113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东头村部分等南大街等相关
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民中线民
营#1环网柜：星怡车灯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星宇车灯等河海等相关地段）；

10kV圩塘线双良化工B1177开关至
普陀路2号环网柜：圩塘线1110开关（停电
范围：江鼎精密机械、城市照明管理、新北区
圩塘中学等春江、圩塘等相关地段）；

06月28日08:00—15:30停电：10kV
嫩江三线史市街 V1046 开关至石子街
C1378开关（停电范围：黑牡丹置业、新达置
业、城市照明管理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10kV锦海一线嫩江路2号环网柜：锦
海一线出线1130开关至职教中心C1380
开关（停电范围：新桥第二实验小学、城市照
明管理等新桥、三井等相关地段）；

06 月 29 日 07:00—13:30 停 电 ：
10kV小河线安江车辆厂V1158开关至小
河花园1号中间变电所：小河线1210开关
至民政福利厂V1174开关（停电范围：晶鑫
车辆配件等小河等相关地段）；

07:00—14:00停电：10kV嘉誉一线

银河湾第一城西区#1中间变电所：银河湾
第一城西区#2变I段113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银河湾第一城部分等三井等相关地
段）；

07:30—14:30停电：10kV广灵线全
线（停电范围：永顺电子、如意灯饰厂、常禹
电子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7:30—16:00停电：10kV怡枫二线
怡枫苑#1中间变电所：怡枫苑#3变 I 段
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怡枫苑部分等薛
家等相关地段）；

10kV新河线怡枫苑#1中间变电所：怡
枫苑#3变II段12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怡枫苑部分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6月22日06:00—12:00停电：10kV

政泰线西夏墅水塔口东配变；
10kV阳澄线西夏墅微山湖路配变；
07:30—17:30 停电：10kV飞东线红

梅#3变01开关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景园线孟

河背阴庙配变；
06月23日07:30—19:30停电：10kV

锦绣线锦绣花园#4变电所：#1配变101开
关后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

08:00—16:00停电：10kV香江一线
新丰大队配变；

08:30—14:00停电：10kV卜河线卜
弋绿叶支线4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0KV裕泰线牛行配变支线4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

08:30—14:30 停电：10kV孟东线正
福支线3号杆后段、孟河汤家敬老院配变；

10kV小河线孟河汤家鑫都配变；
08:30—17:30 停电：10kV钟楼一线

枫林雅都#3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
10kV钟楼二线枫林雅都#3变电所：#2

配变102开关后段；
06月24日07:00—17:00停电：10kV

普利一线汤庄张公桥小学配变；
07:00—18:00停电：10kV翠竹线新

堂路#9环网柜：县北环变1130开关后段；
07:30—15:30停电：10kV丹学线116

号杆叶家电站支线；
07:30—17:30 停电：10kV旺田线门

东支线13号杆支线侧；
08:30—14:00停电：10kV满墩线蔡

庄蒋家村支线19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06月25日07:00—17:00停电：10kV

葛庄线温市村北配变、幸福村变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工人线42

号杆清潭157幢支线；
08:00—17:00停电：10kV岑北线小

岑北配变；
08:30—14:00停电：10kV卜河线9号

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06月26日08:00—15:00停电：10kV

工人线20号杆清潭99幢支线、清潭105幢
支线；

08:00—17:00停电：10kV铁本线孟
河董家刘家西配变；

06月27日07:00—17:00停电：10kV
中吴线丽华一村#1变01开关后段；

08:00—15:00停电：10kV安园线110
号杆支线侧；

09:30—19:30停电：10kV芳茂线39
号杆至黄家桥5224开关；

06月28日06:00—18:00停电：10kV
锦绣线锦绣花园#1变电所：#1配变101开
关后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

07:30—15:30 停电：10kV创业线半
城支线13号杆后段；

08:00—14:00停电：10kV卧龙线城
南蒋北支线9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周家
变配变，孟河丝绸厂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芳茂线亚
都A1793开关至38号杆；

09:00—13:00停电：10kV园林线博
爱路8号配变；

06 月 29 日 07:00—18:00 停 电 ：
10kV翠竹线翠竹#5变电所：#1配变101
开关后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

07:30—14:30停电：10kV邹卜线包
家场灯总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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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泽来遗失K320469190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新北区三井田野乡村超市
遗失320401115293号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声明作废。
△刘瑾遗失R320759487号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钟楼区绿健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遗失32040400
0201708090001号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声明作废。
△常州市国联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320411791952082M，声
明作废。
△陶伟遗失W2014030952
号助理工程师证，声明作废。
△王宇涛遗失F320011151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经开区遥观莉润生面
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13204910057
674，声明作废。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3204000065
759），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使用。
△天宁区兰陵拾螺记餐饮店
遗失32040200020201016
0006（1/1）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声明作废。

销户公示
由中绿建欣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围护系统

结构及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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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1日至7月20日），如有异议，请

向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联系电话：0519-86312787。

公 告
《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部分地

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草案将

于2022年6月21日—2022年7月

20日在郑陆镇人民政府网站、郑陆

镇人民政府公告。公告期间公众对

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

提出陈述、申辩、请求协调或听证申

请等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

上述权利。

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人民政府

2022年6月20日

送达公告
常州宇玎贸易有限公司：

本中心受理员工吴程黎投诉你
单位欠缴其住房公积金一案，已做出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
期缴存决定书》（常公积金限缴字﹝
2022﹞第10号），因无法联系到你单
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限你
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中心
领取《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
令限期缴存决定书》（常公积金限缴
字﹝2022﹞第 10 号），逾期则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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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25—2

注：原定06月21日08:00—14:00停
电：10kV云东线白云东苑#1变电所：#2配变
102开关后段停电撤销；

原定06月22日07:00—19:00停电：
10kV锦绣线锦绣花园#5变电所：#1配变101
开关后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停电撤销；请
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6月22日07:30—15:30停电：10kV元
丰线清凉变至万都广场#1环网柜：元丰线1110
开关至和平中路6号环网柜：元丰线1110开
关（停电范围：浦北新村部分、驴上头部分、吉
泰航空用品等兰陵、雕庄、茶山等相关地段）；

07:30—17:30停电：10kV金黄线交通
器材厂支线13号杆后段（停电范围：欧尚超市、
茶山村村民委员会等兰陵、茶山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丰盛线新区
自来水457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尚雍商贸、恒
港起重成套电器、丰盛光电科技股份等三井等
相关地段）；

10kV汾水线亚玛珂459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普泰玻纤制品、常柴股份、新欣武交机械
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6月23日06:30—19:30停电：10kV环
医二线全线（停电范围：武进人民医院等红梅
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汉西线通利
器材G1163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通利交通器
材、鸿石仓储服务、开发减震器等薛家、罗溪等
相关地段）；

10kV吕南线常顺机械C1940开关至瑞
林压铸G1299开关（停电范围：晨丰电镀、佳
祥不锈钢制品、吉梁机械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新裕线61号

杆前段（停电范围：新闸花苑部分、钟楼区教育
文体局、新闸农贸市场等新闸等相关地段）；

08:30—15:30停电：10kV孝都线弘都
新村17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汉诺车圈、江洲
钣焊、凯都电器等魏村、春江等相关地段）；

06月24日08:00—14:00停电：10kV旺
田线任葛大队A171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任
葛村委会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迎春线中山
路#1环网柜：鹤苑新都#1变114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鹤苑新都部分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6月25日06:30—14:30停电：10kV邹
傅线常金路#14环网柜：东岱钱家村支112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时泰物流中心、树伟丝绒、
茂兴食品等西林、永红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雕清线全线
（停电范围：东南工业废水处理厂、城市防洪工
程管理处、城市照明管理处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06月26日08:00— 17:30停电：10kV
藻江线野田里东57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黄
海居委会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圩塘线86号杆加号侧后段（停电范
围：圩塘社区、黄海社区等圩塘、春江等相关地
段）；

10kV渡口线长江齿轮C1328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圩塘康乐中心、昊杰纸业、法斯特
诺五金等春江、百丈、圩塘等相关地段）；

06月27日07:30—15:30停电：10kV工
人线清潭93幢709开关至清潭二小695开关
（停电范围：常州清潭实验小学、绿健餐饮等永
红等相关地段）；

10kV阳光二线阳光花园配电所：阳光花
园#3变12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阳光花园
部分等河海等相关地段）；

07:30—17:30 停电：10kV文保线正

素巷4号环网柜：青果巷2号箱115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青果巷、天井巷等天宁等相关
地段）；

10kV晋投线东下塘5号环网柜：青果
巷1号箱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青果巷
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嘉禾二线
飞龙变1号环网柜：嘉禾二线出线114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奥博车辆维修、众安物
业、城市排水等百丈、三井等相关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公园线吊
桥路#3环网柜：东头村15幢支113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东头村部分等南大街等相关
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民中线民
营#1环网柜：星怡车灯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星宇车灯等河海等相关地段）；

10kV圩塘线双良化工B1177开关至
普陀路2号环网柜：圩塘线1110开关（停电
范围：江鼎精密机械、城市照明管理、新北区
圩塘中学等春江、圩塘等相关地段）；

06月28日08:00—15:30停电：10kV
嫩江三线史市街 V1046 开关至石子街
C1378开关（停电范围：黑牡丹置业、新达置
业、城市照明管理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10kV锦海一线嫩江路2号环网柜：锦
海一线出线1130开关至职教中心C1380
开关（停电范围：新桥第二实验小学、城市照
明管理等新桥、三井等相关地段）；

06 月 29 日 07:00—13:30 停 电 ：
10kV小河线安江车辆厂V1158开关至小
河花园1号中间变电所：小河线1210开关
至民政福利厂V1174开关（停电范围：晶鑫
车辆配件等小河等相关地段）；

07:00—14:00停电：10kV嘉誉一线

银河湾第一城西区#1中间变电所：银河湾
第一城西区#2变I段113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银河湾第一城部分等三井等相关地
段）；

07:30—14:30停电：10kV广灵线全
线（停电范围：永顺电子、如意灯饰厂、常禹
电子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7:30—16:00停电：10kV怡枫二线
怡枫苑#1中间变电所：怡枫苑#3变 I 段
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怡枫苑部分等薛
家等相关地段）；

10kV新河线怡枫苑#1中间变电所：怡
枫苑#3变II段12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怡枫苑部分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6月22日06:00—12:00停电：10kV

政泰线西夏墅水塔口东配变；
10kV阳澄线西夏墅微山湖路配变；
07:30—17:30 停电：10kV飞东线红

梅#3变01开关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景园线孟

河背阴庙配变；
06月23日07:30—19:30停电：10kV

锦绣线锦绣花园#4变电所：#1配变101开
关后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

08:00—16:00停电：10kV香江一线
新丰大队配变；

08:30—14:00停电：10kV卜河线卜
弋绿叶支线4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0KV裕泰线牛行配变支线4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

08:30—14:30 停电：10kV孟东线正
福支线3号杆后段、孟河汤家敬老院配变；

10kV小河线孟河汤家鑫都配变；
08:30—17:30 停电：10kV钟楼一线

枫林雅都#3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
10kV钟楼二线枫林雅都#3变电所：#2

配变102开关后段；
06月24日07:00—17:00停电：10kV

普利一线汤庄张公桥小学配变；
07:00—18:00停电：10kV翠竹线新

堂路#9环网柜：县北环变1130开关后段；
07:30—15:30停电：10kV丹学线116

号杆叶家电站支线；
07:30—17:30 停电：10kV旺田线门

东支线13号杆支线侧；
08:30—14:00停电：10kV满墩线蔡

庄蒋家村支线19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06月25日07:00—17:00停电：10kV

葛庄线温市村北配变、幸福村变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工人线42

号杆清潭157幢支线；
08:00—17:00停电：10kV岑北线小

岑北配变；
08:30—14:00停电：10kV卜河线9号

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06月26日08:00—15:00停电：10kV

工人线20号杆清潭99幢支线、清潭105幢
支线；

08:00—17:00停电：10kV铁本线孟
河董家刘家西配变；

06月27日07:00—17:00停电：10kV
中吴线丽华一村#1变01开关后段；

08:00—15:00停电：10kV安园线110
号杆支线侧；

09:30—19:30停电：10kV芳茂线39
号杆至黄家桥5224开关；

06月28日06:00—18:00停电：10kV
锦绣线锦绣花园#1变电所：#1配变101开
关后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

07:30—15:30 停电：10kV创业线半
城支线13号杆后段；

08:00—14:00停电：10kV卧龙线城
南蒋北支线9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周家
变配变，孟河丝绸厂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芳茂线亚
都A1793开关至38号杆；

09:00—13:00停电：10kV园林线博
爱路8号配变；

06 月 29 日 07:00—18:00 停 电 ：
10kV翠竹线翠竹#5变电所：#1配变101
开关后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

07:30—14:30停电：10kV邹卜线包
家场灯总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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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泽来遗失K320469190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新北区三井田野乡村超市
遗失320401115293号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声明作废。
△刘瑾遗失R320759487号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钟楼区绿健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遗失32040400
0201708090001号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声明作废。
△常州市国联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320411791952082M，声
明作废。
△陶伟遗失W2014030952
号助理工程师证，声明作废。
△王宇涛遗失F320011151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经开区遥观莉润生面
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13204910057
674，声明作废。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3204000065
759），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使用。
△天宁区兰陵拾螺记餐饮店
遗失32040200020201016
0006（1/1）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声明作废。

销户公示
由中绿建欣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围护系统

结构及新材料研发中心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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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1日至7月20日），如有异议，请

向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联系电话：0519-86312787。

公 告
《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部分地

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草案将

于2022年6月21日—2022年7月

20日在郑陆镇人民政府网站、郑陆

镇人民政府公告。公告期间公众对

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

提出陈述、申辩、请求协调或听证申

请等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

上述权利。

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人民政府

2022年6月20日

送达公告
常州宇玎贸易有限公司：

本中心受理员工吴程黎投诉你
单位欠缴其住房公积金一案，已做出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
期缴存决定书》（常公积金限缴字﹝
2022﹞第10号），因无法联系到你单
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限你
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中心
领取《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
令限期缴存决定书》（常公积金限缴
字﹝2022﹞第 10 号），逾期则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6月21日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
想，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
织编写《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一书，已由人民出
版社、学习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
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
把握大势，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中形
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
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
深，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经济发展怎么
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
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 世纪世界
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科学指南。
《纲要》共15章、58目、146条，10

万字。全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
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
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原
创性贡献。《纲要》内容丰富、结构严
谨，忠实原文原著、文风生动朴实，是
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
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
党委（党组）把《纲要》纳入学习计划，
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
学、联系实际学，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自觉用
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
平，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
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为协同
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切实提高老年人健康
素养和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联合印发通知，
将以关注老年人营养健康为重点，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7 月 31 日组织开
展2022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改善老年营
养，促进老年健康”。通知指出，各地要
从老年健康政策、老年健康科普知识、
老年营养健康知识方面进行宣传。结
合老年人特点，通过老年健康教育科普
视频等多种方式，宣传疫情防控、疫苗

接种、中医养生保健、运动健身、老年常
见病和慢性病防治、康复护理、心理健
康、伤害预防、应急救助等科学知识。

守护好老年人健康，事关全民健
康大局。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围绕老年营
养健康主题，结合本地实际，通过老年
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 2022 年全国
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结合本地区疫
情防控工作形势，突出地域特色，统筹
推进线上线下宣传。采取健康知识竞
赛、专家访谈、张贴海报、展板展示等
多种方式，持续面向老年人及家庭宣
传老年健康政策和科学知识。

两部门发文要求：

重点关注老年人营养健康

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
第二轮投票19日举行，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所在的中间派联盟虽然领先，
但未能获得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席位。

这一结果令马克龙第二任期的执
政面临更多阻力，将迫使他投入更多
精力处理内政。多家媒体报道，马克
龙寻求与法国右翼党派共和党结盟。

法国内政部 20 日凌晨发布的计
票结果显示，在国民议会 577 个席位
中，马克龙所在的中间派联盟“在一
起”获得245席，未能达到占据绝对多
数所需的289席。

三名政府部长及马克龙两名盟友
在选举中失利，让马克龙阵营遭重创。

法国卫生和疾病预防部长布丽吉
特·布吉尼翁、总理府负责海洋事务的
国务秘书朱斯蒂娜·贝南以及生态转型
和国土协调部长阿梅莉·德蒙沙兰因未
获得议会席位将无法继续任职，国民议
会议长里夏尔·费朗以及前内政部长克
里斯托夫·卡斯塔内承认败选。

据法新社报道，国民议会选举第二
轮投票结果令马克龙4月赢得法国总统
选举的胜利黯然失色。巴黎政治学院政
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布鲁诺·科特雷说，它
扭转了马克龙“不可战胜”的形象。

据法国《世界报》报道，马克龙面

临政治僵局的风险；《费加罗报》认为，
投票结果增加了新政府“胎死腹中”的
可能性；《回声报》则在一篇专栏文章
标题中以“无法治理”描述法国政府可
能出现的状况。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又称立法选
举，执政党能否在国民议会中掌握绝
对多数席位，将影响总理人选和政府
组成，也将决定执政党今后施政的走
向和效率。

法国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19日
在电视讲话中说，“当前形势对国家构
成风险”，执政党“明天起将努力达成有
效多数”。多家媒体报道，马克龙最有
可能选择与传统右翼政党共和党结盟。

计票结果显示，共和党在国民议会
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61席。

选择与这一党派结盟将帮助马克
龙阵营获得超过289个、即绝大多数席
位。一名政府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马
克龙上周悄悄与参议院议长、共和党要
员热拉尔·拉尔谢接触，这一举动暗示
马克龙正为联手共和党做准备。

不过，共和党领袖克里斯蒂安·雅
各布 19 日否认将与马克龙阵营结
盟。他说：“就我们而言，我们竞选时
是反对党，我们现在在反对阵营，我们
将继续在反对阵营。”

马克龙阵营议会选举遇挫

6 月 20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
新的列车运行图，客货运输提质增效，
城市间旅行时间再压缩。“增”与“减”
之间，释放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

提质效

20 日，G51 次列车开行时速达
350 公里，标志着京广高铁京武段常
态化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从第一条运行时速 350 公里的
京津城际高铁，到后来的京沪高铁、京
广高铁⋯⋯京广高铁京武段常态化高
标运营，标志着中国铁路发展更进一
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高铁工务段段长傅鸿说。

据了解，6 月 20 日开始，北京西
站将有 26 对旅客列车按照时速 350
公里运行，这些旅客列车均为复兴号
动车组列车，其中包含智能动车组、高
寒动车组等特殊车型。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也
将新增、优化 6 对进京高品质标杆动
车，升级使用CR400高等级“复兴号”
动车组，压缩旅行时间、提升列车品质。

“成都局将开发新线新产品，激发
潜在客流。”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客运部技术科副科长苏克令说。

此次调图，还特别对山高路远、交
通不便的地区开行慢火车作出安排，
强调将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

投新线

早上在重庆吃碗小面，中午到郑州
喝碗胡辣汤，想不想？20日7时32分，

G52次列车从重庆北站驶出，标志着郑
州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贯通运营。郑
渝高铁开通后，重庆到北京、郑州最快
只需6小时46分、4小时23分。

61 岁的陆彩平拿着从重庆到郑
州的车票，登上 G52 次列车。“郑渝高
铁对于重庆的发展十分重要。作为重
庆人，我专门买了郑渝高铁首发列车
的车票，纪念这个历史性时刻。”陆彩
平说。

20 日，经过 4 年的改扩建，百年

老站北京丰台站再次启用。7 时 26 分，
G601 次复兴号列车从北京丰台站缓缓
开出，北京丰台站高速场开通运营。

据北京丰台站副站长王建介绍，
北京丰台站每小时最高可容纳 14000
人同时候车，设有 32 条到达出发线、
32 个客运站台面，是亚洲最大铁路枢
纽客站。

王建说，北京丰台站初步安排旅客
列车 120 列，其中高速 46 列、普速 74
列。未来，北京丰台站将与北京站、北京

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等北
京铁路枢纽客运站深度融合，优化首都
交通运输结构，完善首都综合交通体系，
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畅货流

此次列车运行图调整，进一步增开
货物列车，保障铁路货运通道畅通和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

“乌北至将军庙铁路是新疆铁路货
运重要通道，新疆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北
疆铁路环线能力，有效提高运输效率。”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货运
部副主任李星说，此次调图，兰新铁路将
增开 6 列货车，计划通过哈密、乌鲁木
齐、库尔勒三个片区运输煤炭，为青海、
河西走廊、成昆等方向企业的电煤、生产
用煤提供运力支持。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呈现客货
运输两旺态势，为服务两国民众便捷高
效出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中老
经济走廊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半年多来，中老铁路运输货物的品
类由开通初期的化肥、百货扩展至电子、
光伏、冷链水果等 100 多种，已覆盖泰
国、缅甸、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新加
坡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

“为满足中老国际货物班列的运输
需求，此次调图后，中老铁路‘澜湄快线’
品牌列车将采取固定车底循环的方式进
行运输，直达列车在卸车站卸空后，仍原
车返回，提升了车底利用率。”中国铁路
昆明局集团昆明东站副站长秦勇说。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提质效、投新线、畅货流⋯⋯

看列车运行图调整的“增”与“减”

6月20日，G601次复兴号列车从北京丰台站开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圣保罗 6 月 19 日电 巴
西中央银行日前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12.75％上调至 13.25％。这是巴西央
行自 2021 年 3 月以来连续第 11 次上
调利率。

巴西央行此举旨在应对居高不下
的通胀。巴西地理统计局 9 日发布的
报告显示，在截至今年 5 月的 12 个月
里，巴西全国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累
计上涨11.73％。

今年以来，巴西央行已连续 4 次
加息。市场预计，巴西央行本轮紧缩
周期还有50个基点的加息空间，最多
将通过两次议息会议达成。

美联储加息是巴西央行持续收紧
货币政策的原因之一。巴西圣保罗市
阿曼多·阿尔瓦雷斯·彭特亚多基金会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保罗·杜特拉认为，
如果巴西央行不继续加息，资本将流
向美国，巴西本币会贬值，从而直接影
响通胀水平。然而，加息会导致融资
成本增加，打击企业生产意愿。

巴西因斯珀教育研究所经济学院
教授罗伯托·杜马斯表示，输入型通胀
是迫使多国央行加息的主要因素。美
联储加息吸引资本流入美国，对发展
中国家股市，特别是缺乏现金流的科
技企业造成冲击。

为抑制通胀

巴西央行连续11次加息
新华社微特稿 一名菲律宾律师

18 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街头
遭枪手袭击，头部中弹，19 日伤重不
治，终年 35 岁。菲方官员 20 日表达
哀悼，敦促美国警方尽快抓捕凶手。
美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

美国媒体援引费城警方和菲律宾
总领事馆的消息报道，受害人约翰·阿
尔伯特·莱洛在纽约居住，同母亲到费
城探亲。母子俩19日离开亲戚家后，
搭乘一辆优步网约车前往机场，在路
口等红灯时，有人从一辆黑色汽车里
朝优步车开了几枪。

莱洛的母亲受了轻伤，不清楚优

步车司机是否受伤。警方正按照凶杀
案调查，迄今未就袭击动机作说明，比
如是否属于近年在美国频发、针对亚
裔的仇恨犯罪。

菲律宾驻纽约总领事埃尔默·凯
托在医院看望了莱洛的母亲。他在一
份声明中说，总领事馆已向美国警方

“强调要把凶手绳之以法”。
凯托说，莱洛曾受聘于菲政府，先

前担任菲参议员莱拉·德利马的法律
顾问，后离职深造。德利马在菲首都
马尼拉对莱洛遇害表达惋惜，“他如此
年轻、充满梦想”，希望立刻将凶手绳
之以法。

菲方吁惩戒凶手
菲律宾律师在美国街头遭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