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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31—4

08月 05日 07∶00—13∶30停电：
10kV红河线仁和路1号环网柜：黑牡
丹投资二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黑
牡丹建设投资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8月 09日 09∶00—17∶00停电：

10kV 西浦线力峰工具支线 6 号杆
后段；

10kV日月线浦河前宣庄配变；
08月12日07∶00—12∶00停电：

10kV职院线朱夏墅沈塘桥配变、朱夏
墅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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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作废
86603740

△天宁区兰陵有渔餐饮店遗失320402000202110210009号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声明作废。
△施海东遗失工程师证，编号：23041590281410，声明作废。

因233国道、232省道、239省道、340
省道部分路段实施养护大中修工程，为保
证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决定采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一、2022年8月9日至2022年9月30
日，因233国道实施养护大中修工程，233
国道（K1752+782—K1762+000段）部分
路段实行半幅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可选择
G104、S239、南山大道等线路绕行。

二、2022年 8月 9日至2022年 11月
30日，因232省道实施养护大中修工程，
232省道（K325+240—K350+031段）部分
路段实行半幅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可选择
G312、青洋路等线路绕行。

三、2022年 8月 9日至2022年 11月
30日，因239省道实施养护大中修工程，
239省道（K16+500—K31+383段）部分路

段实行半幅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可选择腾
龙路、延政大道、金武路等线路绕行。

四、2022年 8月 9日至2022年 11月
30日，因340省道实施养护大中修工程，
340省道（K119+497—K133+600段）部分
路段实行半幅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可选择
G233、S240等线路绕行。

五、请过往车辆、行人注意交通标志提
示，按交通引导标志指引有序通行，并服从
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六、由于施工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望广
大交通参与者提前选择出行路线，保障出
行安全。

特此通告。

常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二O二二年八月三日

关于233国道、232省道、239省道、340省道养护大中修
工程实行半封闭施工期间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关于仁和路、明勋西街施工期间
采取道路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为保障常州新中轴产城融合项目建设顺利进行，仁和路（新桥
大街至明勋西街段）、明勋西街（仁和路至乐山路段项目南大门处）
道路将从2022年8月9日至2024年9月30日封闭。为保障施工
期间道路安全与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常
州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在施工期间
采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一、仁和路（新桥大街至明勋西街段）、明勋西街（仁和路至乐
山路段项目南大门处）道路2022年8月9日至2024年9月30日全
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车辆、行人通行，因工程施
工、执勤执法所需车辆、行人除外。行人可通过新龙湖公园和高新
广场进行通行，机动车、非机动车可通过乐山路和辽河路绕行。

二、请过往车辆、行人注意交通标志标线提示，减速慢行，并服
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常州市新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8月4日

公 告
《东南分区DN0505基本控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已经常州市人民政

府（常政复〔2022〕77号）批复，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上述规划进行批后公布，热
忱欢迎广大市民对城乡规划进行监督。

一、公布时间：自2022年8月5日起至规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zrzy.jiangsu.gov.cn/cz/）
三、公布内容：详见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zrzy.jiangsu.gov.

cn/cz/）规划公示专栏/控制性详细规划
四、联系机构：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19-88068270
联系地址：常州市太湖东路103号1号楼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1207室
邮编：213022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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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3 日电 国台办
发言人马晓光8月3日表示，蔡英文及
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顽固坚持“台独”
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公然宣扬

“两国论”，肆意攻击“一国两制”，在岛
内全方位推行“去中国化”，操弄“法理
台独”；刻意制造两岸对抗，绑架台湾
民意，煽动社会民粹，极力打压岛内主
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正
义力量与理性声音；勾结外部反华势
力，在国际上从事“台独”分裂活动，置
台海和平、台湾民众安危于不顾，执意
推动佩洛西窜台，挟洋自重挑衅大陆，

站在中华民族的对立面，严重破坏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严重危害台海和平
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
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我们正告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
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以逞
一己一党之私，最终只会加速自身覆
灭，把台湾推向灾难深渊。历史已经
并将继续证明，搞“台独”分裂绝不可
能得逞，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必将遭到
彻底失败。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
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国台办：

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
把台湾推向灾难深渊

新华社北京 8 月 3 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3日表示，“台独”
顽固分子关联机构“台湾民主基金
会”“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打着“民
主”和“合作发展”的幌子，在国际上大
肆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极力拉拢贴
靠外部反华势力，攻击抹黑大陆，以金
钱等为诱饵拓展台所谓“国际空间”，
企图破坏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格局。大

陆方面决定对上述基金会采取惩戒措
施，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合
作，依法惩治为上述基金会提供资助
或服务的组织、企业、个人，以及采取
其他必要措施。禁止大陆组织、企业、
个人与为上述基金会捐款的宣德能
源、凌网科技、天亮医疗、天眼卫星科
技等企业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禁止有
关企业负责人入境。

国台办宣布

对“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予以惩戒

新华社北京 8 月 3 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 8 月 3 日表示，根据
有关进出口方面的规定，以及食品安
全要求和标准，有关部门即日起对从

台湾地区输往大陆的葡萄柚、柠檬、
橙等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
荚鱼采取暂停输入措施。同时，决定
暂停天然砂对台出口。

国台办：

有关部门决定暂停台湾地区柑橘类
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

新华社北京 8 月 3 日电 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 3 日表示，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决定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
口。相关措施自 2022 年 8 月 3 日起

实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关于

对台湾地区出口天然砂政策是否有
调整的记者提问时作出上述回应。

商务部回应：

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口

英国石油公司 2 日发布的最新
财务报告显示，其今年第二季度利润
达 93 亿美元，为其 14 年来单季利润
最高额，是去年同期的近三倍。

英石油单季净利润创新高，正值
乌克兰局势搅动全球能源市场。数
天前，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公布第二
季度净利润达179亿美元，是去年二
季度数据的将近四倍。

此外，美国雪佛龙公司、总部位
于英国伦敦的壳牌集团和法国道达
尔能源公司第二季度财报均呈现惊
人利润。

美国《华盛顿邮报》2 日报道，上
述 5 家能源企业第二季度利润总额
超过550亿美元。

展望第三季度业绩前景时，英石
油 2 日预测，鉴于俄罗斯石油供应持
续不畅、全球备用产能不足和库存明
显低于 5 年来平均水平，油价将保持
高位。

路透社报道，尽管美国政府多次
呼吁增产原油，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
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俄罗斯为
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协调机制“欧佩
克＋”考虑保持 9 月原油产量不变。
不过，多名消息人士上周说，定于 3
日举行的“欧佩克＋”部长级会议可
能讨论小幅增产的可能性。

英石油同时警告，随着俄罗斯缩
减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量以应对西
方对俄罗斯制裁，天然气价格将继续

在高位波动。
英石油说，天然气市场前景“高

度依赖俄罗斯管道输送”。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近

期把通向欧洲的“北溪－1”管道输
气量下调至满负荷状态的五分之一，
理由是管道部件需要维修。作为对
俄制裁的措施，欧洲联盟计划到今年
年底将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减少约
1000亿立方米，降幅近三分之二。

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 5 月提议
对英石油及其同行企业开征“暴利
税”，以期为英国政府缓解通货膨胀
的计划筹措资金。英国消费者近期
因电费、燃气费等能源价格上涨面临

“生活成本危机”，使政府备受压力。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6 月
同比上涨9.4％，创40年来新高。

新华社专特稿

英石油等欧美能源巨头
二季度利润惊人

8月2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一般性辩论中
发言。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8月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率中国代表团与会，
于2日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全面阐述中国维护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立场。 新华社发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猛烈反弹，首相岸
田文雄多名身边人接连感染新冠病毒，当
地舆论担心首相官邸能否维持日常运转。

共同通讯社 3 日报道，日本正在经
历第七波新冠肺炎疫情，内阁官房长官
松野博一 7 月 23 日确诊感染，随后在家
隔离，直到本月 2 日才恢复现场办公。
官房长官是内阁“大管家”，充当政府发
言人，尤其是在危机管理期间出面与媒
体打交道。

目前，8 名首相秘书官已有三人感
染。首相秘书官负责安排首相日常行程
并协助关键议题政策协调。其中，分管
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事务的宇波弘贵7月
27 日感染。7 月 31 日，另一名秘书官岛
田隆确诊，不得不放弃随同岸田前往美
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审议大会。

日本政府 2 日说，审议大会日本代
表团成员、分管政务的山本高义成为第
三名染疫秘书官，必须在美国多待几天
接受隔离。按照首相官邸的说法，岸田
及其他随行官员并非密切接触者。

首相官邸工作人员一旦染疫，将居
家办公，必要时其岗位将由其他同事暂
代。松野 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他在
家隔离期间，随时接受报告和咨询。

日本时事通讯社说，随着第三名秘书
官染疫，岸田周围的人纷纷紧张起来。3
日至5日将召开临时国会，审议预算等议
题，需要岸田接受议员质询。一名身边人
担忧地说，“情况会变得难以管理”。

日本每日确诊病例连续创纪录，2
日 再 度 超 过 20 万 例 ，累 计 确 诊 接 近
1300万例。 新华社专特稿

日首相多名
身边人染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
在党。”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
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明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我
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
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
和坚定”。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
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自我革
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
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
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
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
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
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
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
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
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刹
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
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

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
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
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10年来，我
们党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
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
革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风雨无阻、砥
砺前行，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
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
转的历史进程。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
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
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
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
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
路上，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
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
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
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实践充分
证明，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

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要
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
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确保党永葆旺盛
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前进道路上，只
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
命，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损害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不断
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
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
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
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一再告
诫我们，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必
须常抓不懈、紧抓不放，决不能有松劲
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
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全党要牢记
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永葆自我革命
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
政治自觉，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
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不懈把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不断增强党的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能力。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勇敢面对“四
大考验”、坚决战胜“四种危险”，不断提
高党的建设质量，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
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
召力，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
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做到难不住、压不垮，引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
往无前。

回望过去，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都证明，什么时候
我们党自身坚强有力，什么时候党和人
民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新的伟大征
程上，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
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
本问题，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
神，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
的答卷，我们这个百年大党就一定能永
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始
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
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人刮
目相看的新的奇迹。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新华社北京 8 月 3 日电 截至
目前，今年全国平均高温日数 8.7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3.6 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今年高温综
合强度为 1961 年以来第三强，仅次

于2013年和2017年。
在中国气象局 3 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肖潺介
绍，刚刚过去的 7 月，全国平均气温
23.2℃，较常年同期偏高 1℃，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高，全国有 245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 7 月历
史极值。7 月，全国平均高温日数 5.6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2 天，为 1961 年
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多。西南地区东
部、华中、华东和华南大部地区以及
新疆西南部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
期偏多 5 至 10 天，部分地区偏多 10
天以上。

肖潺说，高温是夏季常见的高影响
天气，进入21世纪以来，北半球夏季高
温热浪事件日渐频繁。全球变暖是高
温热浪事件频发的气候大背景，大气环
流异常是直接原因，高压系统强盛导致
多地高温突破历史极值。

入夏后，北半球副热带高压整体
较常年同期偏强偏大。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带、大西洋高压带和伊朗
高压均阶段性增强，在北半球副热
带地区上空形成了大范围的环球暖
高压带。暖高压带控制下，盛行下
沉气流有利于地面增温，加之大范
围高压带作用下空气较为干燥，不
易形成云，使得太阳辐射更容易到
达地面，导致高温频发且强度较强，
进而造成北半球多地出现持续高温
热浪事件。

此外，7 月全国平均降水量 96.6
毫 米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少 20.6％ ，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少，西藏、
四川、云南均为历史同期最少。受温
高雨少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
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和华东部分地区
出现中度及以上气象干旱。

预计 8 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
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其中华东大部、
华中大部、西南东北部、青藏高原大
部及新疆北部等地偏高 1℃至 2℃，
东北大部和内蒙古东部气温偏低。

今年高温综合强度为1961年以来第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