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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定09月24日07∶00—11∶00停
电：10kV枫香一线邹区戴庄底家坝配变停电
撤销；

原定 09 月 24 日 07∶00—11∶00 停
电：10kV邹南线前王后王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9 月 25 日 07∶00—19∶30 停
电：35kV三桥线、35kV农药线停电撤销；

原定 09 月 25 日 15∶00—15∶30 停
电：20kV翡翠一线御景湾花园#1中间变电所∶#
1配变、御景湾花园#2变电所∶#1配变、#3配
变、御景湾花园#3变电所∶#1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9 月 26 日 09∶00—17∶00 停
电：20kV翡翠一线御景湾花园#1中间变电
所：福隆房地产一2150开关后段停电撤销；

原定 09 月 27 日 09∶00—17∶00 停
电：20kV翡翠二线御景湾花园#1中间变电
所：福隆房地产二2250开关后段停电撤销；

原定 09 月 27 日 06∶00—06∶30 停
电：20kV翡翠一线御景湾花园#1中间变电所∶#
1配变、御景湾花园#2变电所∶#1配变、#3配
变、御景湾花园#3变电所∶#1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9 月 27 日 06∶00—06∶30 停
电：20kV翡翠二线御景湾花园#1中间变电所∶#
2配变、御景湾花园#2变电所∶#2配变、#4配
变、御景湾花园#3变电所∶#2配变停电撤销；
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9月20日06∶30—09月25日20∶30停
电：35kV建材线；

09月22日06∶00—09月23日19∶00停
电：35kV墅朗线；

09月23日07∶00—15∶00停电：10kV港
北线港顶路718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鑫博海
生物医疗科技、亚美柯机械设备、鼎唐电机等
北港等相关地段）；

10kV飞天线全线（停电范围：美能特机
电制造、亿灵伟业纤维制造、排水管理处等北
港等相关地段）；

07∶30—15∶30停电：10kV东南线中吴
大道#35环网柜：中吴大道#33柜112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宏超纺织品、达濠车辆修造、中
级人民法院等茶山、雕庄等相关地段）；

09月24日08∶00—13∶30停电：10kV工
具线元工具V1008开关至镇开发区北V1009
开关至香山福园1号中间变电所：工具线1110
开关（停电范围：西夏墅镇卫生院、城市照明管
理处、西夏墅镇人民政府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9月25日06∶30—20∶30停电：35kV行
政线、35kV大成线（临检）；

07∶20—14∶00停电：10kV薛巢线顺园
九村#6中间变电所：薛家镇政府113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薛家镇人民政府等薛家等相关
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青墩线黄河
西路7号环网柜：黄河西路#6柜1110开关前
段（停电范围：薛家村委会、漕河村委会、丽园
社区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9月25日06∶30—09月26日19∶00停
电：35kV三水线（临检）；

09月26日07∶00—13∶00停电：10kV灵
宝线魏村东V1385开关至魏村明月V1283开
关（停电范围：魏村花苑部分、东片小区部分、
滨江安居置业等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07∶00—15∶00停电：10kV虹景线青龙
西路1号环网柜：虹景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
范围：怡安家园部分、金南山老人院、九龙半岛
娱乐休闲等青龙、红梅等相关地段）；

10kV海花二线青龙西路2号环网柜：海
花二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九龙半岛娱
乐休闲等红梅等相关地段）；

08∶30—15∶00停电：10kV雕庄线中吴

大道#25环网柜：中吴大道#27柜1120开关至
朝阳何家A1097开关（停电范围：天晟新材料
股份、东南制氧厂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09月26日06∶30—09月27日20∶00停
电：110kV吕汤线（临检）；

09月27日08∶00—16∶30停电：10kV荡
南线中吴大道#91环网柜：中石油昆仑港华
115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昆仑港华燃气等茶
山等相关地段）；

09月28日06∶30—23∶00停电：110kV
港豪线；

07∶30—21∶00停电：35kV吕科线；
07∶00—13∶00停电：10kV绿万一线龙

江路#13环网柜：绿万一线出线1120开关至
华源凯马A1424开关（停电范围：龙晶塑铝门
窗厂、建技建筑工程、荣创自动化装备股份等
新闸等相关地段）；

10kV皓月线庆丰沈家15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精佳精密模具、赛迪工具、永佳包装材
料等新闸等相关地段）；

09∶00—16∶00停电：10kV夏雷线武宜
北路#1环网柜：夏雷线出线1130开关至粮干
校5023开关（停电范围：第三人民医院等兰陵
等相关地段）；

09月29日07∶30—13∶30停电：10kV圩
墩线中吴大道#109环网柜：圩墩线1110开关
前段（停电范围：雕庄街道办事处、宝娟织造、
嘉博染织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07∶30—17∶30停电：10kV闸园线前进
小周981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合天电力设备、
昊邦智能控制系统股份、佳创电子等新闸等相
关地段）；

10kV冶金线25号杆至薛冶路3号环网
柜：冶金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冶金技师学
院等新闸等相关地段）；

08∶00—17∶30停电：10kV常恒线25

号杆后段（停电范围：凯都电器、常恒集团控制
器件制品、中建筑港集团等魏村、春江等相关
地段）（临检）；

10kV德胜线母子圩支线5号杆德胜母
子圩配变（停电范围：新华村委会等魏村等相
关地段）（临检）；

08∶30—14∶30停电：10kV南荫线37号
杆相安支线后段（停电范围：小河文君灯具饰
件厂、九天车辆配件厂、中隆车辆配件等孟河、
小河等相关地段）；

09月30日07∶50—14∶30停电：10kV
包家线热处理厂B1884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江达铸造厂、亚伟铸造厂、品融机械等薛家
等相关地段）；

10kV吕南线瑞林压铸G1299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菲尔纸制品包装、春创机械、冠豪
轴承制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滨都线智魏
村西片C1401开关至69杆（停电范围：城市
照明管理处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08∶00—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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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17∶30停电：10kV九龙线华云
B1218开关至孟河庙边V1772开关（停电范
围：东陆村委会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孟阳线智黄山车灯A1929开关后
段、孟阳桥支线8号杆王木支线后段（停电范
围：杨小平、小河镇水利管理站、孟河丰苗五金
厂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9月23日08∶00—14∶00停电：10kV龙

庙线西夏里支线7号杆后段；
10kV郭河线56号杆通达公路养护支线、

西仓岸支线；
09∶00—16∶00停电：10kV中良线13号

杆至新鲜B1996开关；
13∶00—17∶00停电：10kV新市线奔牛

董市杨家东配变；
09月24日07∶30—17∶30停电：10kV财

经线平岗张家村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空奔线奔牛

符家塘配变；
13∶00—17∶00停电：10kV运桥线邹区

长饮路配变；
10kV锦纶线邹区为民路10#配变；
15∶00—15∶30停电：20kV浦江线国宾

花园#3变电所∶#1配变、#3配变（临检）；
09月25日07∶30—13∶30停电：10kV晓

峰线郑陆三皇庙陈家头变配变；
13∶00—17∶00停电：10kV卜河线邹区

卜弋绿叶配变；
10kV腾龙线邹区前王奔发路2#配变；
09月26日06∶00—06∶30停电：20kV浦

江线国宾花园#3变电所#1配变、3配变；
20kV锦珑二线国宾花园#3变电所#2配

变、#4配变；
07∶3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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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停电：10kV罗镇线罗溪
西部2号配变；

10kV中再线奔牛罗家塘配变；
09月27日07∶00—15∶30停电：10kV悦

康线郑陆省岸十二队支线1号杆跌落式上引
线后段；

08∶00—14∶00停电：10kV青城线青城
河北配变；

10kV文杰线郑陆横岸村一号配变、郑陆
横岸村二号配变、横岸村配变；

15∶00—15∶30停电：20kV锦珑二线国
宾花园#3变电所#2配变、#4配变；

09月28日07∶00—15∶30停电：10kV双
力线承家后家村支线7号杆跌落式上引线
后段；

07∶30—1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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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17∶00停电：10kV奔镇线奔牛
敬老院配变；

09月29日07∶30—18∶30停电：10kV锦
绣线锦绣花园#3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
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

09月30日09∶00—17∶00停电：10kV
孟阳线猛将机站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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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销户的公示

由盐城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的天宁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武进小区）项
目、紫金山路（京沪高铁北-S122）、常州市
新北区污水收集与治理全覆盖项目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施工四标段市政项目（孟
河）、百馨西苑五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市
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南区标段（二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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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8日至2022年 10月 18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工程管理处反映，联系电话：0519-
85682076。

盐城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8日

关于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销户的公示
由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1前浪浜河道（优胜路—中吴大道）建设工

程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2常州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基础设施一期市政施工总承包一标段、3
横塘河湿地水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程项目横塘河东路（典前路—龙锦路）市政工程、4常州
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基础设施一期工程配套整治工程二标段、5天宁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红
梅东村）施工总承包-南区标段、6常州市档案馆建设工程市政工程、7常州市轨道交通1号
线一期工程管线回迁及道路恢复工程施工M1-GC-GXHQ-01、8高铁新城核心区景观提
升—云河路两侧景观提升改造工程、9武进区湖塘镇2018-2019污水管网项目三期市政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勤社区）、10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二期）之林鸥路（凤苑
南路-云帆路）新建工程、11区管道路人行道道板改造（一期）工程、12江苏常柴机械有限公
司轻型发动机及铸造搬迁项目市政外场工程、13南沿江城际铁路涉铁通道工程（薛埠镇）项
目-物流大道、龙口村路施工总承包工程、14兴河东路改造工程、15直别公路（朱林大街-金
矛公路）污水管道新建工程、16业丰路（永宁北路—新堂北路）及青业路（龙城大道-龙锦
路）建设工程市政施工总承包、17常州市新龙小区（西区）海绵城市改造工程、18常州市钟
楼区邹区镇黑臭水体整治工程蒋泗塘施工、19良常实验学校项目附属工程、20阳歧路（西
岐路—东岐路）建设工程市政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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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至2022年10月20日），如有
异议，请向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管理处反映，联系电话：0519-85682076。

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关于清正路跨丁横河结构工程
施工期间采取限制交通措施的通知

为实施清正路跨丁横河结构工程，保障
工程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现决定在工程施工期
间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一、施工期限为2022年10月1日至
2023年1月10日。

二、施工期间，过境车辆请从东强路、名
山路、清方路等道路绕行。

三、请过往车辆驾驶人员及行人遵守交
通标志标线的指示，服从现场交通人员的
指挥。

四、施工期间将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局
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

2022年9月20日

△徐畅遗失座
落于溧阳世纪
名城 9 幢 20
楼2003室销

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1 张，发票号
码：00911275，开票日期：2011年7月
23日，金额860219元，声明作废。
△李鹏遗失助理工程师证（建设工程专
业），证书编号：CZCJCD201801024，
声明作废。
△倪鲜花遗失0000153200008020
2020013834号太平洋保险销售从业人
员执业证，声明作废。
△方亦淳遗失20010706号常州工学院
学生证，声明作废。
△施中焕遗失江苏省常州市通用发票，
票号：06656406，特此声明。
△沈国军遗失10040130056号行政执
法证，声明作废。
△樊婷婷遗失常州工学院师范学院学
生证，学号：20240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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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区迪诺水镇建

筑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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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至10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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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
映，联系电话：0519-85127170。

销户公示
由广东宏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市金坛区百冠新

建汽车配件项目1#车间、2#车间、研发车间施工总承包项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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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至10月21日），如有异
议，请向常州市金坛区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反映，联系电
话：0519-86021526。

销户公示
由常州二建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安家中心小学求

真楼及益智楼改扩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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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2022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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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21526。

特此公告。
常州二建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2日

常州市武进区丁堰街道梅港社区通告
因庄基片区一期项目建设需要，经研究决定，凡位于祥明电

机以北、庄基河以南，庄基片区一期红线范围内的坟墓需在
2022年10月20日前迁移至雕庄纪念堂。请各位坟主家属积
极支持迁坟决定，主动配合社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迁坟任务。
逾期不迁者将作无主坟处理。

联系人：毛伟平 联系电话：18052523881
常州市武进区丁堰街道梅港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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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2022年10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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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9 月 21
日，2022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北
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纪念活动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安全形势
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在此重要历史关头，我提
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坚持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
国主权、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
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
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
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表示，今年纪念活动以“践
行全球安全倡议，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为主题，契合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精神。希望纪念活动凝聚
各方智慧和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向2022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致贺信

共担维护和平责任
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

企业在创新链价值链不同环节开展多
元合作”“建设智能高效、绿色低碳的
产业链供应链”⋯⋯近日举行的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上，多
个部门就下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与稳定提出具体举措。

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运行的重要
基础，不断加力的措施为工业经济恢
复注入信心，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
行注入动力。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为经济恢复提供支撑

7 月下旬，伴随着火车的鸣笛声，
40 节满载光伏产品的南京（殷庄）—
上海芦潮港海铁联运班列启程，这是
中远海运为周边光伏企业组织发运的
海铁联运专列。

“海铁联运运能大、时间短、成本
低，通过与铁路相关方协调，我们为客
户争取到了能够匹配铁路业务的用箱
时间，将原定的发运时间提前半天，为
后续业务的时效提供了保障。”中远海
运有关负责人说。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经济平

稳运行就能得到有效保障。今年以
来，应对疫情等因素带来的冲击，相关
部门靠前指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有
效运转。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5 批并动
态调整“白名单”企业 1722 家，推动
各地 2 万余家“白名单”企业区域互
认；交通运输部加强对重点区域的调
度指导，做好产业链供应链跟踪保
障；财政金融部门出台多项举措更好
支持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与此同
时，各地也推出系列举措千方百计稳
产保链。

与4月18日相比，8月底，全国铁
路货物发送量增长6.6％，监测港口完
成货物吞吐量增长 10.5％，物流运行
指标稳中向好。

“我们将支持企业开展产业链上
下游协同合作，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保障供应链有效运转。”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示。

加大关键领域创新 向
价值链高端迈进

强链补链，要在关键领域、薄弱环
节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实力

和现代化水平。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基础领域创

新突破，实施工业强基和产业基础再造
工程，努力增强产业链竞争力。

“以基础电子元器件为例，我们强化
与重点产业省市协同，明确产业发展靶
向，支持一批电子元器件研发及产业
化。”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乔
跃山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各方积极
努力下，我国电子元器件产业链基本完
整，整体规模已突破2万亿元。

目前，我国已培育8997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848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5 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今年以
来，多部门多地加大助企纾困和培育优
质企业力度，帮助企业渡难关、复元气、
促发展，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截至 8 月 31 日，今年全国累计新增
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 3.3 万亿
元。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8
月，制造业企业累计享受退税 5377 亿
元，办理留抵退税的制造业企业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7.5％。

金壮龙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出台鼓
励创新等配套制度措施，并将加快产业
链供应链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坚定扩大开放 深化产业
链供应链合作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是促
进国内经济恢复的有力举措，更是推动
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过去几十年，全球已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产业分工格局，各国通过产业
链供应链紧密相连。”金壮龙表示，将坚定
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
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加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只有深度
融合的产业链供应链，才会更具稳定性，
更具韧性，基础设施是其中的重要前提。”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认为。

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李国平表示，
交通运输部将联合相关部门促进跨国铁
路联通，提高国际航空货运和基地物流
服务能力，推动国际物流供应链更加稳
定畅通。

强化重点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资
源协调。金壮龙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
将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支持企业
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深入融
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我国加大力度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9月21日，官兵们在向可可西里湖舰挥手告别。
中国海军第 42 批护航编队 21 日上午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解缆起航，赴亚丁

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1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第 42 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淮南舰、

导弹护卫舰日照舰和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
数十名。除可可西里湖舰执行过亚丁湾护航任务外，淮南舰、日照舰均首次执行
护航任务。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 9 月 20 日电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20日表示，
欧洲央行将继续加息，不让高通胀影
响经济行为并成为一个长期性问题。

拉加德当天在德国法兰克福一场
讲座上发表讲话时说，欧洲央行货币
政策以维持物价稳定为核心目标，关
键利率水平以及加息幅度将取决于经
济环境和通胀前景的变化。

拉加德表示，新冠疫情和乌克兰
危机导致全球供应问题加剧，推动能
源价格上涨，使欧元区通胀率持续走

高，经济受到冲击。自今年年初以来，
能源价格暴涨对整体通胀率的贡献度
已达 30％。为应对持续高通胀，欧洲
央行今年 7 月和 9 月两次提高关键利
率，共加息125个基点。

“欧洲央行需要继续走向货币政
策正常化，准备随时根据需要调整利
率以达到 2％的中期通胀目标。”拉加
德说。

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欧元区8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9.1％，
远超欧洲央行2％的中期通胀目标。

为遏制通胀

欧洲央行将继续加息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司法部20日
宣布，对40多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涉嫌骗取巨额餐补者提起诉讼。他们
被控在明尼苏达州先后从美国联邦儿
童营养项目中骗取总共 2.5 亿美元，
起诉罪名包括电子诈骗、洗钱、贿赂
等。这是全美迄今与新冠疫情相关的
一组规模最大的援助诈骗案。

司法部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起诉 47 名嫌疑人。据《纽约时报》等
媒体稍晚报道，上述被告名单再添一
人，总计48人。

按照检方说法，被告人分别成立
数十家空壳企业，在明尼苏达州注册
为联邦免费供餐站点，声称向该州数
以万计的儿童免费供餐，以此向美国
农业部的联邦儿童营养项目“报销”。
实际上，那些企业真正供应的餐食极
少，却将骗取的联邦补贴用于购买豪
车、房产和珠宝。

明尼苏达州联邦检察官安迪·卢格
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部分嫌疑人于20
日上午被捕。他展示了一张报销表格，
显示某供餐站点周一至周五每天供应
2500份儿童餐，用餐人数天天满员，从
无一人因病假或其他原因未领餐。

卢格尔说，上述供餐名单“纯属虚
构”，被告借助取名软件随机生成儿童姓
名，欺骗联邦政府为超过1.25亿份并不
存在的餐食支付费用。他还说，目前查
到的涉案金额2.5亿美元“仅仅是下限”，

“调查仍在继续”，政府目前已追回总价
值约5000万美元的涉案资产及钱款。

法庭文件显示，在明尼苏达州，美
国农业部的联邦儿童营养项目由州教
育局管理。新冠疫情期间，农业部放
宽标准，允许营利性餐饮企业参与这
一项目，还同意供餐点不经由教育机
构向儿童分发餐食，而被告正是利用
这一政策变化“牟取私利”。

美国48人被起诉
疫情期间骗取巨额餐补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记者21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 8 月
底，我国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已达16.98
亿户，首次超过移动电话用户数。

移动物联网是基于移动通信网络
提供连接服务的物联网，广泛应用于
生产制造、公共服务、个人消费等领
域。近年来，各行各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步伐，移动通信网络从以前主要服
务“人与人”的通信，加速向主要服务

“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转变。我

国移动物联网在网络能力、应用发展
和产业能力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8 月底，窄带物联网、4G、5G
基站总数分别达到 75.5 万个、593.7
万个、210.2 万个，多网协同发展、城
乡普遍覆盖、重点场景深度覆盖的网
络基础设施格局已形成。移动物联网
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多环
节，国内企业技术及产品研发能力持
续增强，生态体系持续完善。

我国移动物联网连接数
首次超过移动电话用户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