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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移动信息系

统集成有限公司遗

失 14511238-41

号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声明作废。

△常州市正丰橡塑制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常州市协东纺织装饰品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20404000057

750，声明作废。

△常州市龙腾针纺织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2040200000198

4，声明作废。

△常州市城东物资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3204001102848，声明作废。

△常州市城东物资公司塑料经营部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204001801170，

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86603740

销户公示
由江苏宝森筑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红阳染

整有限公司坯件车间项目车间施工总承包已竣工验收且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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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至9月27日），如有异议，请向

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处反映，联系电话：0519-

86021526。

销户公示
由晟唐伟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市武进区横

林中学改扩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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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6日至2022年9月27日），如有异议，请向江苏常州经开区

建设局（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

89863244。

“贤悦雅园”项目位于常州市钟楼区永
红街道中吴大道北侧、白云南路西侧，项目
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24704.67㎡。

一、招标单位：常州金阖晟置业有限
公司

联系人：魏政
联系电话：15852911650
二、承办单位：常州市常房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联系人：巢林
联系电话：0519-85160886
三、投标资格：（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的能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4）具有履行
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及对应的社保
记录；（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健全的财务会
计制度；（6）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

四、报名日期：2022 年 8 月 16 日至
2022年8月18日(节假日除外)上午9∶00—
11∶30，下午1∶00—4∶30。

五、现场报名地点：常州市天宁区晋陵
中路607号3号楼2楼。

1. 先在常州市物业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企业端)进行网上预报名；2. 网上审核通过
后办理现场确认。

六、报名时需提供的材料：1. 营业执照
副本原件（复印件一份）；2. 市物管处出具
的诚信证明；3. 公司简介和业绩资料；4. 外
地企业投报的要增带辖市区行政主管部门
物管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证明（复印件一
份）；5. 投标资格审核表(常州市物业管理网
http://www.czwyglw.com 自行下载)；
6. 上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常州金阖晟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6日

“贤悦雅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公 告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向我局申

请对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热门诊
建设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作调
整，经我局审查，符合相关要求。请
相关利害关系人到该项目现场或登
录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网址
http://zrzy.jiangsu.gov/cz/），查
看《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热门诊
建设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
批前公示图》并行使陈述申辩权。
公示时间2022年8月16日—8月
26日。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16日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是经常州市民
政局评定的4A级社会组织，依托《常
州日报》和《常州晚报》从事新闻实践
相关活动。协会由常州市文明办、常
州市教育局、团市委和常州市民政局、
常州日报社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
理。协会工作机构常设在常州日报社
教育工作室。

因事业发展需要，面向社会诚聘
工作人员。

一、基本条件：
1. 3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
2.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

不限；

3.身体健康，品德优良。
二、岗位要求：
1.关注时政和社会热点，具备较强

的新闻敏感度，能够正确把握舆论导向；
2.性格阳光，热爱教育事业，喜欢

与孩子打交道；
3.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

吃苦耐劳，做事细心，能承受一定的工
作压力；

4.有较好的文字功底，能撰写活动
文案和新闻报道；

5.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善于沟
通协调，能独立组织、策划活动；

6.有相关工作（教育教学和活动策

划组织）经验者优先。
三、招聘人数：3名。
四、招聘方法：招聘程序为：报名

—资格审核—笔试—面试—体检—政
审—录用。

五、待遇：享受报社下属全资企业
相关待遇。

六、报名办法：统一为网上报名，
报名者需提供身份证、学历及相关有
效证明，并对自己所提供材料负责，如
材料审核发现造假，取消报名资格。
报名邮箱：625912567@qq.com。

七、报名截止日期：2022 年 8月
20日。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招聘启事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33-2

08月18日07∶00—13∶00停电：10kV
精研三线元精研三G1511开关至国鹏机械
G1528开关（停电范围：中频弯管、洛克电气
集团、国光信息产业股份等北港等相关地段）；

10kV林庄线润园#1中间变电所：林庄
线出线1220开关至建材路#7环网柜：林庄
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消防救援支队等三
井等相关地段）；

08月19日07∶30—13∶30停电：10kV
奔东线坝兴村C1627开关至金牛里6号中
01开关至牡丹学苑1号中间变电所：奔东线
1110开关至五兴苑#3中间变电所：奔东线
1110开关（停电范围：奔牛镇人民政府等奔
牛等相关地段）；

08月20日07∶30—13∶30停电：10kV
黄海线全线（停电范围：深水江边污水处理
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08月22日07∶30—18∶30停电：35kV
天禄线；

08月23日08∶30—15∶30停电：10kV

白鹤线7号杆后段（停电范围：第五中学、冠
英小学、明德实验中学等西林、五星等相关
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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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常州市协东纺织装饰品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清算，请

债权人于见报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放弃处理。
联系人：裴先生13861225096
特此公告

常州市协东纺织装饰品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3日

注销公告
常州市龙腾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清算，请

债权人于见报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放弃处理。
联系人：裴先生13861225096
特此公告

常州市龙腾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3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金坛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承建的金坛区北环西路北侧、格林豪泰

西侧地块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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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至9

月23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金坛区建设

工程管理中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

映，联系电话：0519-82698520

销户公示
由江苏晋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建的青

果巷红砖房（19号组团C号建筑）室内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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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至2022年9月28日），

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反

映，联系电话：0519-86021526。

销户公示
由江苏晋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建的皇

粮浜迎宾中心2号楼改造装修工程已竣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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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15日至2022年9月28日），如有异议，请

向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反映，联系电话：

0519-86021526。

注销公告
常州市城东物资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清算，请债权
人于见报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逾期放弃
处理。

联系人：朱先生
13186691609

特此公告
常州市城东物资公司
2022年8月13日

国家统计局 15 日公布的今年前
7 个月经济运行情况显示，随着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
策持续显效，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但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回升的基础
尚不稳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仍需加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
15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面
对复杂局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时精
准控制疫情传播，有效实施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举措，国民经济继续恢复。

经济主要指标保持恢复态势

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3.8％；全国服务业生产指
数同比增长 0.6％。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2.7％，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环比增长 0.16％，货物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6％。

从累计看，1 至 7 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比 1 至 6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速比 1 至 6 月份加快 1 个
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
降 0.2％，降幅比 1 至 6 月份收窄 0.5
个百分点。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7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比
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 2.7％，低于全年 3％
左右的预期目标。

面对国际能源供给紧张，能源价
格大幅上涨，国内能源保供持续加大，
成效不断显现。

1至7月份，原煤、原油、天然气产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5％ 、3.7％ 和
5.4％；全社会货运量降幅比 1 至 6 月
份收窄 0.1 个百分点；全国港口货物
吞吐量由降转增，同比增长0.1％。

经济转型升级态势持续

1至7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9％，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0.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2.1％，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5.7％；

7 月份，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
的 产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2.7％ 和
33.9％⋯⋯

“生产供给继续恢复，就业物价总
体平稳，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民生保障
有力有效，经济延续恢复态势。”付凌
晖说。

“从下阶段来看，推动经济持续恢
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仍然面
临着不少风险和挑战。”付凌晖表示，从
国际看，全球疫情蔓延，产业链供应链
不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世
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从国内看，经济
目前处在恢复进程中，市场需求的制约
作用还是比较大，企业经营的困难还比
较多，经济回升的基础还有待巩固。

巩固经济恢复基础

7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全
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要求，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
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

“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进一步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抓住经济恢复关键期，着力扩大
国内需求，着力稳就业稳物价，有效保障
和改善民生，巩固经济恢复基础。”付凌
晖说。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针对就业总
量压力和结构压力依然存在，要积极助
企纾困，扩大就业岗位，加强对大学生等
重点群体就业帮扶；针对服务业恢复势
头有所放缓，要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积极引导服务业企业加快转型；针对企
业产成品库存增加、资金周转紧张，要发
挥专项债作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带动
相关制造业投资增长，落实好各项减税
助企纾困政策，夯实工业生产恢复基础。

“在一系列防住疫情、稳住经济、保
障发展安全的政策措施作用下，经济有
望恢复向好，运行在合理区间。”付凌晖
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聚焦前7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

经济延续恢复态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新华社哈尔滨 8 月 15 日电 在

“8·15”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
77 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
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
学部留守名簿》，其中包含这个部队
414 名成员的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
这是我国首次公开关东军化学部成员
信息，为开展日本化学战历史及战后
影响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持。

关东军化学部是 1939 年 5 月 11
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的，又名

“满洲第五一六部队”，在日本国内被称
为“日本陆军化学研究所”。这个部队
主要研制一系列毒剂，包括芥子气、路

易氏气、氯酸瓦斯等，并应用于实战。
据了解，这个名簿原藏于日本厚生

劳动省，2017 年转藏于日本国立公文
书馆，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研究团队在赴日本跨国取证过程
中发现的，经过多方努力，于 2021 年 4
月获得。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馆长金成民介绍，这份档案的形成时间
约为 1945 年，共计 237 页，详细记载了
414 名成员的姓名、出生日期、户籍、役
种、兵种等，及其亲属住所、关系等信息，
暴露出第五一六部队整体规模、人员构
成、职级等级等基本史实。

侵华日军第五一六部队：

成员名册首次被公开

新华社东京 8 月 15 日电 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 15 日以“自民党总裁”的
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
神社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

今年 8 月 15 日是日本战败 77 周
年纪念日。当天上午，日本经济安全
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复兴大臣秋
叶贤也以及自民党政调会长萩生田
光一等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外，经济
产业大臣西村康稔 13 日也到靖国神

社参拜。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

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 14 名二
战甲级战犯。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 15 日表
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
战争的重要象征，供奉负有罪责的甲级
战犯，宣扬二战错误史观。中方对这一
错误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
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为加
快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助力稳经济，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科技部15日公布
了《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
范应用场景的通知》，启动支持建设新
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工作。

此次印发的通知强调，充分发挥人
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围绕
构建全链条、全过程的人工智能行业应
用生态，支持一批基础较好的人工智能
应用场景，加强研发上下游配合与新技
术集成，打造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标杆型示范应用场景。首批支持建
设十个示范应用场景。

这十个示范应用场景包括：智慧
农场、智能港口、智能矿山、智能工厂、
智慧家居、智能教育、自动驾驶、智能
诊疗、智慧法院、智能供应链。

通知明确，科技部以国家科技计
划项目成果为主要基础，以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为主要依
托，充分发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
放创新平台企业作用，遴选一批支持
建设的示范应用场景。

我国首批支持建设：

十个人工智能
示范应用场景

新华社第比利斯 8 月 15 日电 埃
里温消息：亚美尼亚紧急情况部15日
表示，首都埃里温“苏尔马鲁”购物中
心 14 日发生的爆炸已造成至少 6 人
死亡、17人失踪。

亚美尼亚紧急情况部当天在官网
上通报了救援行动的最新进展。通报
说，爆炸及引发的大火摧毁了一栋 3

层建筑物，救援难度很大。目前救援人
员在现场已发现 6 具遗体，另有 17 人失
踪，28 人在医院治疗。大约有 350 名消
防和救援人员以及100多名志愿者仍在
现场废墟中持续搜寻幸存者。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 15 日早视
察了救援现场。政府相关部门已启动调
查，目前尚未说明事故原因。

至少6人死亡、17人失踪
亚美尼亚一购物中心爆炸

（上接A1版）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
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促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
实任务，急不得，也等不得，必须摆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
着这个目标作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

文章指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
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
又要通过深化改革为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要在已有改革基础上，立足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
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
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把改
革推向深入，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
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

文章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前瞻性思
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
进。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文章指出，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
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
重要的政治要求。改革发展稳定、内政
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样样是政治，
样样离不开政治。党领导人民治国理
政，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各种复杂的政
治关系，始终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正确政治方向。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
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越要把党中央关于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去。各级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

“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
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
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
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

8月14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州阿拉比诺靶场，编号336的中国参赛队96B坦克亮相赛场。
“国际军事比赛－2022”中的“坦克两项”比赛 14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州阿拉比诺靶场继续进行。在单车赛第三组

第一场比赛中，编号336的中国参赛队96B坦克亮相赛场，顺利完成首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