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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39-2

注：原定09月27日09∶00—16∶00停
电：10kV奔镇线金牛中路1号环网柜∶奔镇线
出线1120开关至53号杆停电更改为09月
28日09∶30—16∶30；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
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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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08日08∶00—11∶00停电：10kV
步家线机场路#3环网柜：步家线出线1120开
关至前进步家985开关（停电范围：市政建设
工程集团、上德物业服务、港华燃气等新闸、薛
家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汉江线庆阳
路西A165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成丰镜面辊、
科峰医疗科技、伟博海泰生物科技等薛家等相
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创业线62
号杆至现代护栏395开关（停电范围：宇杰五
金、建腾橡塑制品、卡沃车辆部件等安家、春江
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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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6∶30停电：10kV奔镇线金牛
中路1号环网柜∶奔镇线出线1120开关至53
号杆（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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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14∶30停电：10kV奔
住二线金牛里4号变电所∶II段母联1200开
关后段（临检）；

09∶00—17∶00停电：10kV孟阳线猛将
机站配变；

10月08日08∶00—14∶00停电：10kV
空港二线奔牛贺家大队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向东线章石
五队支线2号杆支线侧；

09∶00—15∶00停电：10kV九西线奔牛
祁家东配变；

13∶00—17∶00停电：10kV龙魏线郭塘
冯家塘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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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常青小学项目已于2021年1

月29日审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于2021
年8月5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320402202100055 号）。该项目在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年内未办理施
工许可证，且未申请延期，该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自行失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本
机关拟决定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
号：建字第320402202100055号）依法予
以注销，现对注销行政许可进行批前公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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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注销行政许可批前公示》并
行使陈述申辩权。公示时间2022年9月
27日—10月11日。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27日

常州市金坛区烟草专卖局
公 告

坛烟专〔2022〕公字第8号

2022年常州市邮政管理局、常州市烟草专卖局打击
寄递渠道涉烟违法行为联合执法办公室执法人员对常州
市金坛区快递公司进行检查。8月29日、9月5日、9月5
日在常州市金坛区金湖路29号（申通快递）（韵达快递）查
获 装 有 卷 烟 的 包 裹 ，运 单 号 ：777095248914035、
432754677457326、432754684135356。

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
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
期不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
处理。

2022年9月27日

销户公示
由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经开区新建年产3050t/a

光刻胶电子专用配套材料项目改造工程—丙类车间二（四层局部）、甲类车
间（一层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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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至11月10日），如有
异议，请向常州经济开发区建工管理科（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
联系电话：0519-89863244。

销户公示
由江苏陈氏铧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钟楼区中吴大道南侧、龙江

中路东侧（HX070105）地块项目（市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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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至10月26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中心（工程所在地建
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85682076。

销户公示
由江苏陈氏铧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钟楼区北大街东侧D地块

市政管网及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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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至10月26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中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
反映，联系电话：0519-85682076。

收养公告
2022年5月26日21时许，在钟楼区勤运桥东侧绿化带

捡拾到一名女婴，于2022年6月16日送入常州市儿童福利
院，现名：常恭一。希望弃婴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持有效证件与常州市民政局联系，逾期将被
依法收养。联系电话：0519-86900335。

特此公告
常州市民政局

2022年9月27日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市永盛暖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美凯龙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社会信用代码：3204022901622，声明作废。
△庄剑箫遗失19041029号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
△杨超遗失19040925号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

△李杰遗失19041008号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
△天宁区茶山大黄蜂动漫游艺广场遗失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证
号：常天公消安检许字2012第0052号，声明作废。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76209983号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声明作废。
△常州市联发纺织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204022103880，声明作废。
△常州市联发纺织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寻尸启事
2014年12月5日，在江苏省常

州市金坛区金城镇沈渎桥老桥下发
现一无名男尸。望知情者与常州市
公安局金坛分局金城派出所联系，电
话为0519-82899110。

2022年9月27日

寻尸启事
2013年 5月31日，在江苏省常

州市金坛区金城镇培风村委昆仑桥
北侧鱼棚内发现一无名男尸。望知
情者与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金城
派 出 所 联 系 ，电 话 为 0519-
82899110。

2022年9月27日

寻尸启事
2011年11月24日，在江苏省常

州市金坛区金城镇上庄路86号发现
一无名男尸。望知情者与常州市公
安局金坛分局金城派出所联系，电话
为0519-82899110。

2022年9月27日

寻尸启事
2011年11月12日，在江苏省常

州市金坛区金城镇同济桥西南角鱼
塘内发现一无名男尸。望知情者与
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金城派出所
联系，电话为0519-82899110。

2022年9月27日

（上接A1版）要坚定理想信念，凝聚
精神力量，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这
一代人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属于我
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

《复兴文库》以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
索，精选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

献，全景式记述了以中国共产党人
为代表的中华优秀儿女为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求
索、百折不挠的历史足迹，集中展现
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引领时代进
步、推动民族复兴的思想成果，深刻
揭示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
史逻辑、思想源流和文化脉络。《复
兴文库》共五编，其中第一至三编将
于近日出版发行。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近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2世界
制造业大会上，一系列国内外制造业
领域的创新成果、权威信息、前沿动态
密集发布展示。透过世界制造业大会
这扇窗口，中国制造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新脉动”愈发强劲有力，也为世界
制造业分享了更多机遇。

“智”动，数字化转型跑出
“加速度”

薄如蝉翼的高精度铜箔、应用于
新型显示产业的高端材料、能提取纤
维素的涤棉分离技术⋯⋯走进 2022
世界制造业大会“专精特新”展区，科
技范儿十足。

“这是激光成分分析仪，主要用于
分析工业物料成分。”合肥金星智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柳文翔说，
在有色金属冶炼的关键工序中，激光
成分分析仪取代了人工取样、制样、分
析等，既能快速检测，还可以实时上
传、更新数据。

关键工序的数字化直接关系到制
造业整体的数字化水平。工业和信息
化部统计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
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55.3％和
74.7％，比2012年分别提高30.7个和
25.9个百分点。

在联想集团展区，一个四足机器人
灵活地走动，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互动。

“这是四足巡检机器人，具备全场
景、全地形自适应能力，可自由爬坡、
跳跃，能胜任电力、石化等行业巡检工
作，大大提高巡检效率。”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

机器人、机械臂等智能产品是未
来智能制造的重要“成员”。据工信部
统计，截至今年6月，数字化车间或智
能工厂在全国已建成700多个，炼化、
印染、家电等领域智能制造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

本届大会上，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与科大讯飞联合打造的“共享型”工业互
联网综合服务平台——羚羊工业互联网
平台发布了最新 2.0 版本，并公布“成绩
单”：羚羊平台已发布科技成果和需求6.1
万余条，6.2万余家企业实现“触网登云”。

“链”动，新兴产业集聚增长
“新动能”

踩下刹车就能让车门自动闭合，开
启小憩模式海浪声便在耳边助你入眠，
夜间行驶时会在车辆前方投射示宽光
毯⋯⋯世界制造业大会新能源汽车展
区，一辆智能汽车引来了参观者的惊叹。

今年1月至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397万辆和386万辆，同比增
长1.2倍和1.1倍，为制造业发挥稳定经济
大盘“压舱石”作用做出重要贡献。

“全球新能源电池供应链主要集中
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中国已不仅是一

个巨大的市场，还是创新的伙伴。”本届
大会的2022皖德企业对接会上，德国工
商大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马铭博说。

“新”，意味着持续的技术迭代、提质
增效。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
任罗俊章说，新兴产业培育、汇聚了大
量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成为提高
经济创新活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的重要保障。

截至今年 6 月，工信部已培育国家
级“小巨人”企业4762户、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 848 家；单项冠军企业、

“小巨人”企业平均研发强度分别达
5％、7％，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
均水平的5倍、7倍。

从“上天探海”的卫星，到元宇宙中
的虚拟现实，再到被称为人类科学“终
极疆域”的脑科学、类脑技术⋯⋯一系
列前沿科技衍生出的未来产业亮相本

届大会，显示出中国制造面向未来的增
长新动能。

“我们正用小步快跑的方式，研制更
容易批量生产的、外形像汽车底盘一样的
平板式卫星。”本届大会的未来产业发展
论坛上，银河航天董事长兼CEO徐鸣说。

“绿”动，合力实现绿色制造
“新概念”

一台特殊的“集装箱”，内置 400 个
含有二氧化碳电催化剂的模块，能够将
捕集的各种浓度二氧化碳转化为高附加
值化学品甲酸。

“这样的‘集装箱’每年能转化出
100 吨、价值约 50 万元的甲酸，还能多
台组合，解决企业实际应用碳转化技术
装备效率低、收益少的痛点。”安徽伏碳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理红说。

本届大会上，将绿色制造“新概念”变
成现实的新技术、新应用、新项目随处可
见，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开始真正服务于能
源生产、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领域。

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展区，一块
150kW 氢燃料电池电堆模块吸引了参
观者驻足。

“虽然名叫电池，但它其实是一个发
电机，通过添加氢燃料直接产生电力。”
上海明天氢能公司总经理张健说，“在公
交车、物流车、轨道交通、船舶等领域已
经实现应用。”

据工信部统计，2012 年以来，全国
环保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年复合增长率超
过10％。

绿色制造也为更多中外合作项目凝
聚了共识，创造出更多协同合作的机会。

“大众安徽 MEB 工厂将在投产伊
始使用绿色电力，MEB工厂涂装车间排
放废水已实现不含磷，这是大众汽车集
团在全球首次达到这一排放标准。”出席
本届大会并在中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论坛上发言的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
CEO葛皖镝说。

新华社合肥9月26日电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观察
触摸中国制造“新脉动”

在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观众在中国中车展台前参观。 新华社发

新华社微特稿 俄罗斯中部乌德
穆尔特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一所学
校 26 日发生枪击事件，至少 13 人丧
生，20多人受伤。

俄内务部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总局
在社交媒体“电报”发布消息，一名不
明身份的男子闯入伊热夫斯克市第

88学校，向正在教室上课的学生开枪。
执法部门最初通报，枪击造成 6 人

死亡，近20人受伤。截至北京时间当天
17时30分，最新通报显示，枪击导致13
人死亡，包括 7 名学生，另有 14 名儿童
和7名成年人受伤。

俄 罗 斯 卫 星 通 讯 社 援 引 俄 联 邦

侦查委员会消息报道，警方已经发现
行凶男子尸体，判断死于自杀。警方
正 在 调 查 凶 手 身 份 。 校 园 及 周 边 已
封锁。

乌德穆尔特共和国行政长官亚历山
大·布列恰洛夫宣布，即日起至29日，当
地为枪击事件遇难者举行哀悼。

伊热夫斯克位于俄首都莫斯科以东
大约970公里处。

俄罗斯近年发生数起校园枪击事
件。去年 9 月 20 日，一名男子在彼尔
姆 边 疆 区 彼 尔 姆 国 立 大 学 校 园 内 开
枪，导致 8 人死亡、多人受伤。去年 5
月 11 日，一名男子在鞑靼斯坦共和国
首府喀山一所中学用猎枪和自制炸弹
杀害 7 名学生和 2 名教职人员，并致
20 余人受伤。今年 4 月 26 日，一名男
子闯入俄中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一所
幼儿园，枪杀两名儿童和一名女教师，
随后自杀身亡。

至少13人丧生，20多人受伤
俄罗斯发生校园枪击事件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记
者26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支持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
发布公告，明确将今年底到期的新
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
续实施至明年底。

公告明确，对购置日期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内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
税。购置日期按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或海关关税专用缴款书等有效凭证
的开具日期确定。

国家税务总局此前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 1 至 7 月，新能源汽车免征车
辆 购 置 税 406.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8.5％，其中 7 月份免征车购税 71.7
亿元，同比增长119.1％。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

延续实施至明年底

据新华社新德里 9 月 26 日电
据印度媒体26日报道，牛疙瘩皮肤
病已造成印度近10万头牛死亡，全
国已有超过200万头牛染病。

《印度快报》26 日援引印度渔
业、畜牧业和乳制品部数据显示，截
至9月23日，牛疙瘩皮肤病已蔓延至
10多个邦，造成97435头牛死亡，其
中疫情最严重的拉贾斯坦邦和旁遮
普邦分别有64311头和17721头牛
死亡。印度全国已有 205.6 万头牛

感染牛疙瘩皮肤病，其中拉贾斯坦邦最
多，有139.9万头牛染病。

牛疙瘩皮肤病又称牛结节性皮炎
或块状皮肤病，是由牛疙瘩皮肤病病
毒引起的传染病。病牛会出现发热，
皮肤、黏膜和器官表面广泛性结节，淋
巴结肿大以及皮肤水肿等症状，严重
时可导致病牛死亡。

今年 8 月，印度政府宣布推出本
国产的牛疙瘩皮肤病疫苗，以帮助控
制正在该国牛群中蔓延的疫情。

已致近10万头牛死亡
印度牛疙瘩皮肤病蔓延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为
推动企业进一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
责任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企
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规定》，自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

这是记者26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
悉的。这一规定旨在强化企业主要负
责人食品安全责任，守住食品安全底
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健全企业责任体系方面，规
定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健全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食品安全责
任制，具有一定规模的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在配备食品安全员的同时，应当依
法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建立企业主要负
责人负总责，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
员分级负责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

在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方面，规定
要求企业建立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
的动态管理机制，制定食品安全风险
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
月调度工作机制。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新规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