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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话题

平 常 语

观点集结

画说文明

常 言 道

日前，一则推进常州特色“公物
仓”建设的报道引起了我的兴趣。
文中列举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创
新事例，简而言之便是，A急需某物
资，B拥有且闲着，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进行盘活，通过调剂，让“沉睡”的
资产调得高效、精准、及时。

如此好事，既解A燃眉之急，又
为B增加收益，岂非多多益善？好
是好，但“公物仓”行之有效的建设、
运营，是个系统工程，会遇到诸多问
题、困难，不仅需要平台、数据的支
撑，更需实操部门的奉献、智慧，以
技术性的巧妙管理落实到工作中
去，让有限的国有资产满足更大的
公务需求，推动过“紧日子”的理念
更好地落地生根。

想到成语“开源节流”。此语出
自《荀子·国富篇》：“节其流，开其
源，而时斟酌焉。”说的是一方面节
省财政开支，一方面开发经济来源，
且懂得合理调剂、统筹安排，兼顾到
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开源节流就是

“俭”的一种体现：不仅俭以养德、俭
以律己，而且俭以治国，更好地推动
国家治理。所以党和国家一直强
调，政府带头过“紧日子”，更好地节
用裕民，用好的政风引导良好的社
会风气。

过“紧日子”，是弘扬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精神，这既是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政府带
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
过好日子，这是由我们党的宗旨
和性质所决定的。在高效做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当
下，政府机关严控和压缩“三公”
经费支出，是过“紧日子”的实际
行动——通过建立健全机关内部
管理体系、综合利用监督检查机
制、对违规浪费者进行问责等措
施，把省下的资金和财力，用于

“六稳六保”，助力经济发展，实现
良性循环。坚持“三公”经费做

“减法”，是为民生保障做“加法”，
这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其涵
养社会尚俭风气的示范，也是古人

“节其流”的当代表达。
“节其流”是过“紧日子”，这容

易理解；其实“开其源”亦如此，同样

需要有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还要
有过“紧日子”的本领技能。在抗日战
争的艰苦岁月，毛泽东提出“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口号，根据地通过大生
产运动，实现生产自给，创造了南泥湾

“陕北好江南”的奇迹。有人认为，那
是战争年代，不自救无出路，如今国富
民强，日子当可过得宽裕，导致对“开
源”目的认识不足、途径缺乏系统思
维。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在思想
上时刻绷紧过“紧日子”这根弦，谋“开
源”之策，探“开源”之径。

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
投资的意见》，这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常
务会议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具
体行动之一。盘活存量资产，有利于
充分挖掘其市场价值，实现资源合理
配置，提升运营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促进高质量发展。在这样背景下，大
力推行公物仓制度正当时，这就是一
篇“开源”的大文章。

长期以来，由于绩效管理机制缺
位，不同程度存在着预算开支、部门
运作贪求“大而全”现象，导致许多
低层次重复性浪费。善治必俭。“公
物仓”作为一个运作平台，可将各部
门闲置超标、低效运转、可修复性使

用资产，进行统一管理，实现通用资
产坏的能修，闲的能调，物尽其用，
为政府带头过“紧日子”找到了新的
切入点。

要使“公物仓”产生更大的效能，
首先要把过“紧日子”思想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固化于制，节约行政运行成
本，提高资产使用效益，实现资源保
值、增值。实施中要根据本地实际，在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做好政
策衔接、协调解决问题的同时，强化监
督审计，通过硬约束硬规定，使“公物
仓”收到良好效果。从我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的创新实践来看，一年多时间
里，仅调剂办公用房和修正办公用品
两项，就累计节约财政成本支出 500
余万元，“公物仓”成了调剂仓、节俭
仓，收效明显。

“公物仓”作为盘活存量资产有效
方式之一，还须在健全通用资产配置、
处置、使用联动机制，建立数据管理信
息系统，开发“云仓储”智能管理模块
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实践推广。除
此之外，还要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调动民间投资参与等措施，探
索多种方式的盘活。多渠道发力，过
好节流“紧日子”，勇蹚开源“新路子”，
定能奔向幸福“好日子”。

江天舒

“公物仓”与“紧日子”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上热议一个
现象：一些年轻人流行“精致抠”。有
人质疑，“抠门”过日子，真的等同于

“消费降级”吗？恐怕未必。“抠门”过
日子的背后，更是一种值得称赞的

“理念升级”。这背后折射年轻一代
的心智成熟。“面子消费”在不少年轻
人中的分量变小了，因为年轻一代成
长在物质丰沛的年代，很多人并不热
衷于靠消费来争面子。一些人或企
业对消费升级和扩大内需存有误
解。消费升级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们
愿意花更多钱消费，而是人们对商品
和服务品质有更高要求。如果有企
业不下功夫提升自己的产品品质和
性价比，却指望在消费升级浪潮中分
一杯羹，那显然是误读了年轻消费群
体的精明和务实。

——逯海涛

近日，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力学系教授黄方林“坚持26年手写
板书”的消息上了热搜，引来不少网
友点赞。在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的
大潮下，PPT是教育教学的常用工
具。令人遗憾的是，有不少教师却患
上了“PPT依赖症”，离开课件似乎就
不会上课了。教学一旦被PPT所绑
架，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课堂的魅
力自然无从谈起。尤其是原本就缺
乏师生互动的大学课堂，不乏有老师
对着PPT“照本宣科”，N年不变的课
件，连课都不需要备了，很多学生开
始怀念有板书的时代。26 年没用
PPT，是黄方林教授精心治学醉心教
学的缩影，手写板书是对教育之道的
回归。“落后”的教学方式恰恰体现了
最“先进”的育人理念，怎能不令人赞
叹不已？当然说到底，对教学的评价
不应该停留于有没有 PPT 这个表
象，关键还是要看实效。

——胡欣红

近年来，一些顶着名校毕业生
头衔的自媒体，靠着晒育儿观、育儿
方法和育儿“好物”走红网络。不少
父母在关注这些账号后，不知不觉
陷入教育焦虑无法自拔。冷静地思
考一下，其实，每个家长都知道这个
道理：成绩不是评判孩子优秀与否
的唯一标准，一个社会对人的认定
是全方位的。其实，扳一扳手指头
就能算得出，所谓“名校父母”就能
让孩子再上清华北大的说法，根本
就是个伪命题。你想，北大清华一
年毕业生有多少，他们的孩子如果
都能上北大清华，那北大清华的招
生名额岂不是被“包圆”了？教育是
个急不得的过程，我们真正的生活
目标是幸福生活，无论是功成名就，
还是学有所成，都只是实现目标的
手段。作为家长，如果心中忘记目
标，眼里只剩手段，结果只会与幸福
渐行渐远。

——陈进红

台词不过关、靠配音演员代
为“开口”的演员，如今被戏称为

“演贝”。声、台、形、表是演员的
四大基本功，“声”排第一位，声
音、台词占了其中两项。按理说，
演员在演戏前应该经过专业的训
练和长期的练习，但实际的情况
却是不少演员的基本功实在“拿
不出手”，直接念着 12345 上阵，让
人疑惑：现在的电视剧是不是“光
看脸”就行了？其实，声音和台词
也能帮助演员展现个人特色和独
特魅力。声音与台词和演员的形
体、表演共同构成观众心中的立
体形象。如果连口都开不了、声
都发不出，又怎能指望“声入人
心”呢？希望那些仰仗配音演员
的“演贝”能明白，要想来路越走
越宽，就要苦练本事、补齐短板。
毕竟浮在角色表面，就别想让角
色走进观众心里；自己都不入戏，
就只会让观众一再出戏。

——刘晓庆

10月8日，杭州一对新婚夫妻圆满完成了精心筹
备的婚礼。婚礼现场来了不少朋友，小夫妻俩乐呵呵
地收了很多红包，其中20多个红包扁扁的，里面只放
了一张“礼金互免卡”。“礼金互免卡”引来网友纷纷点
赞，有人建议全国推广。对此，你怎么看？

国庆长假期间，辽宁大连某餐
馆被曝四舍五入“反向抹零”。消费
者和商家较真，反被店员呛道“是否
差这一毛钱”。事件网上发酵后，涉
事餐馆就此事致歉，表示当日系统
抹零操作不当，愿意接受相关部门
处理，并对所有“向上抹零”的顾客
道歉并退款。这场一毛之争，消费
者真的是小题大做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顾客消费
了多少，商家就应收取多少，额外多
收哪怕一毛钱一分钱都属于“收取
未予标明的费用”的违法行为。

抹零的事情并不罕见。“抹零”
一开始是用在现金交易的时候，商
家为了避免对账的麻烦，主动让
利，也取悦了客户，是一件双赢的
事情。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无论
是商家还是顾客都不存在对账和
支付的麻烦。有的商家为了和顾
客打好关系，做个顺水人情就会

“正向抹零”——但少收钱是店家
主动让出自己的权利，多收钱则是
对顾客权益的侵害。商家妄想借

“抹零”的名头悄无声息地将消费者
的权益化为自己牟利的聚宝盆，但
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触碰到了法律红

线和道德底线。
疫情时代下，餐饮行业生意更

是不好做，店员不维护客户还为了
一毛钱得罪人，企图将店家违法牟
利的事实包装成消费者的无理小
气。倘若消费者因为一毛钱拉不下
脸和店家对峙，将自己的权益拱手
让给店家，这可能会让店家这种“反
向抹零”式的“潜规则”更加猖獗。

如今互联网发展迅速，每个消
费经历不顺的人都会将自己的愤怒
和不公平进行传播，三五人到百人
甚至千万人。我也想问问店家，为
了一毛钱，值得吗？“一毛”的小利
和自己店面的招牌名声，究竟孰重
孰轻？

一 毛 钱 当 然 不 多 ，一 顿 饭
930.9 元的顾客也不会在乎这一毛
钱，但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捍卫这一毛钱，就是在捍卫消费者
的权益，就是在
维 护 法 律 红 线
和 道 德 底 线 。
自 觉 维 护 消 费
者 的“一毛钱”
就是在为未来持
续发展铺路。

见青山

一毛之争，莫要因小失大

国庆长假期间，辽宁大连某餐
馆被曝出“反向抹零”，消费者向商
家质疑，却被店员呛道“是否差这一
毛钱”。事情在网上发酵后，涉事餐
馆就此致歉并退款。这“一毛钱”的
事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一毛钱的事，侵犯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虽然只有一毛钱，消费
者向商家反映时是希望可以沟通协
商，以友善的方式解决此事。而店
员却带有个人情绪讽刺客户，这不
仅仅是服务之过，也是店员对法律
的不熟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经营者违
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
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
的罚款。在此事件中的这一毛钱，
也算是一种非明码标价的消费侵
权。作为经营者应当遵循自愿、平
等、公平的市场交易原则，做到诚实
守信，守法经营。

一毛钱虽说是小事，但阻碍了
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信任。消费心
理学指出，每个消费被骗的人会把
自己的愤怒和所遭遇的不公倾诉给
身边的人，进而会造成 100 人左右
的传播。在自媒体流行的当下，这

种传播扩张速度将更为惊人。小钱
难舍，却丢了回头客，给餐饮店带来
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和损害，可谓是
因小失大。

一毛钱的事，也应该积极维护
消费者的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
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
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
程。”一毛钱虽小，消费者权益问题
却不是小事。监管部门应加强监
管，推动消费环境持续改善，推动经
营者提高守法经营的规范意识。作
为消费者，若遭遇此类小事，也应该
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留好
相关消费凭证，和商家沟通协商。
若沟通无效，可直接拨打当地的

“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热线申诉
举报。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下，我们
更应当增强尊法
学法用法意识，
积极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向消
费侵权说不，共
建公平公正的消
费环境。

小陆

一毛钱的事？消费者权益非小事

10月3日国庆长假期间，辽宁大连某餐馆，顾
客实际消费930.9元，餐馆收费931元，被曝四舍
五入“反向抹零”。消费者和商家较真，反被店员呛
道“是否差这一毛钱”。事件网上发酵后，涉事餐馆
就此事致歉，表示当日系统抹零操作不当，愿意接
受相关部门处理，并对所有“向上抹零”的顾客道歉
并退款。为了一毛钱，消费者小题大做还是正当
维权？来说说你的看法吧。

倡导文明用语，是提升文明素质、营
造和谐氛围、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内容。

做到文明用语并不难，重要的是
从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做起。我们不
妨从现在做起，在说话时，先想一想语
言是否文明，让“对不起”“您好”等文

明用语随处可闻，为文明城市添彩。
曾钰 文/图

倡导文明用语 为城市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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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07∶30—11∶30停电：10kV
蔷薇线元蔷薇G1646开关至菱港桥西805
开关至蔷薇家园#1中01开关（停电范围：茶
山街道办事处、城建实业投资等雕庄等相关
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政泰线丽
江时代B199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国昊五
金、宇轩车辆饰件、柏鹭工具科技等西夏墅、
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10kV政成线紫云苑#1中间变电所：政
成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紫云居部分、
紫云小学、青龙中心幼儿园等青龙等相关地
段）；

07∶30—16∶30停电：10kV富康线全
线（停电范围：有色铸造、高新金狮车业、常
棱重型数控机床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9∶00—14∶00停电：10kV丽春线10
号杆后段（停电范围：德尔松环保工程、度
明机械配件厂、巨朋纺织印染等西夏墅等相
关地段）；

10月25日07∶00—13∶00停电：10kV
滨都线西潘周家V1683开关至魏村周家
A1819开关（停电范围：日夜车辆配件厂、
孝都幼儿园、润源电力建设等春江、魏村等
相关地段）；

07∶30—14∶00停电：10kV青城线观
里变至连城管道G1651开关至智青城河北
A1544开关至智泉林B1874开关（停电范
围：新世纪农业开发、美龙时宇电子科技、
新美水务集团等春江、魏村、孟河等相关地
段）；

08∶00—14∶00停电：10kV场站线智
汽车连G181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中国人
民解放军91079部队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龙城线金
色新城1号中间变电所：金色新城#6变11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金色新城部分、西藏
新城悦物业服务股份等新闸、南大街等相关
地段）；

10kV千果二线青云坊配电所：泰富百
货二129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泰富百货集
团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10 月 26 日 07∶30—13∶30 停
电：10kV奔西线金牛中路3号环网柜：奔
牛用电站支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工
农新村部分、常奔活塞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晓峰线华
明B180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三皇庙村委
会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横塘线东经120路1号环网柜：横
塘线出线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
照明管理处、机关幼儿园等青龙等相关地
段）；

08∶00—12∶30停电：20kV东海线全
线（停电范围：新博龙泉酒业、国网电力科
学研究院、威能化工科技等春江、安家、百
丈等相关地段）；

20kV玉龙线杨元变至百馨西苑#1环
网柜：玉龙线2110开关至百馨西苑#1中02
开关（停电范围：迪森能源装备等春江等相
关地段）；

10kV创业线豪硕科技G1918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同发铜业、
交通产业集团等春江、安家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10月24日09∶00—15∶00停电：10kV

仇巷线孟河观里通江配变；
10kV郭河线孟河石桥南星西配变；
10kV关帝线74号杆小圩西支线后段；
10月25日07∶00—15∶30停电：10kV

花中线52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10kV孟庄线B1637开关支线8号杆跌

落式上引线后段、童鹰纺织支线8号杆刀闸
上引线后段、童鹰纺织支线10号杆跌落式
上引线后段；

08∶00—16∶00停电：10kV安申线申
达花园#29变电所：#1配变、#2配变；

10 月 26 日 07∶00—15∶30 停
电：10kV朝南线丽华10幢支线3号杆刀闸
上引线后段、丽华11幢支线2号杆刀闸上
引线后段、丽华49幢支线4号杆刀闸上引
线后段、丽华58幢支线6号杆跌落式上引
线后段；

07∶00—17∶00停电：10kV新池二线
汤庄俞家弄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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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施朝阳路下穿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段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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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6日至2022年12月11日,朝阳路
下穿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工程实行道路半封闭施工。

二、由于半封闭范围通行道路狭窄，交通容易堵塞，过
境车辆提前通过G312、芙蓉大道等道路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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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关于对朝阳路下穿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段改造工程施工期间采取限制交通措施的通知

销户公示
由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钟楼区常州金瑞达科

技有限公司扩建厂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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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至1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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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
86021526。

△许筱荔遗失20241027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万玉岩遗失20241019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鲁海洋遗失20241013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天宁区天宁康先特礼品销售中
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编
号：320402000201109200050、

320402000201109200051，声明
作废。△傅佳豪遗失054794号警官证，
声明作废。△林德政遗失17040912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天宁区兰陵宽壹水产行遗失
320402000201905100044号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王玉秀遗失常盛置业有效公司
开具的两张购车位收据，编
号 ：2848883、2850166，声 明
作废。

声明作废
86603740

销户公示
由盐城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金坛区新建儒风苑

一期保障性安置房项目附属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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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至11月17日），如有异议，请向江苏省常
州市金坛区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反映，联系电话：0519-
82695111。

常州市交通运输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注销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本单位理事会研究决定，

经请示业务主管部门，同意注销“常州市交通运输职工思想政治工
作研究会”（单位代码50961165）。请与我单位有债权债务关系的
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前来申报处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权利。联系人：薛燕；联系电话：0519-85682113。特此公告。

常州市交通运输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2022年10月14日

网上国网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42-2

10月24日07∶30—11∶30停电：10kV
蔷薇线元蔷薇G1646开关至菱港桥西805
开关至蔷薇家园#1中01开关（停电范围：茶
山街道办事处、城建实业投资等雕庄等相关
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政泰线丽
江时代B199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国昊五
金、宇轩车辆饰件、柏鹭工具科技等西夏墅、
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10kV政成线紫云苑#1中间变电所：政
成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紫云居部分、
紫云小学、青龙中心幼儿园等青龙等相关地
段）；

07∶30—16∶30停电：10kV富康线全
线（停电范围：有色铸造、高新金狮车业、常
棱重型数控机床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9∶00—14∶00停电：10kV丽春线10
号杆后段（停电范围：德尔松环保工程、度
明机械配件厂、巨朋纺织印染等西夏墅等相
关地段）；

10月25日07∶00—13∶00停电：10kV
滨都线西潘周家V1683开关至魏村周家
A1819开关（停电范围：日夜车辆配件厂、
孝都幼儿园、润源电力建设等春江、魏村等
相关地段）；

07∶30—14∶00停电：10kV青城线观
里变至连城管道G1651开关至智青城河北
A1544开关至智泉林B1874开关（停电范
围：新世纪农业开发、美龙时宇电子科技、
新美水务集团等春江、魏村、孟河等相关地
段）；

08∶00—14∶00停电：10kV场站线智
汽车连G181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中国人
民解放军91079部队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龙城线金
色新城1号中间变电所：金色新城#6变11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金色新城部分、西藏
新城悦物业服务股份等新闸、南大街等相关
地段）；

10kV千果二线青云坊配电所：泰富百
货二129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泰富百货集
团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10 月 26 日 07∶30—13∶30 停
电：10kV奔西线金牛中路3号环网柜：奔
牛用电站支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工
农新村部分、常奔活塞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晓峰线华
明B180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三皇庙村委
会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横塘线东经120路1号环网柜：横
塘线出线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
照明管理处、机关幼儿园等青龙等相关地
段）；

08∶00—12∶30停电：20kV东海线全
线（停电范围：新博龙泉酒业、国网电力科
学研究院、威能化工科技等春江、安家、百
丈等相关地段）；

20kV玉龙线杨元变至百馨西苑#1环
网柜：玉龙线2110开关至百馨西苑#1中02
开关（停电范围：迪森能源装备等春江等相
关地段）；

10kV创业线豪硕科技G1918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同发铜业、
交通产业集团等春江、安家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10月24日09∶00—15∶00停电：10kV

仇巷线孟河观里通江配变；
10kV郭河线孟河石桥南星西配变；
10kV关帝线74号杆小圩西支线后段；
10月25日07∶00—15∶30停电：10kV

花中线52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10kV孟庄线B1637开关支线8号杆跌

落式上引线后段、童鹰纺织支线8号杆刀闸
上引线后段、童鹰纺织支线10号杆跌落式
上引线后段；

08∶00—16∶00停电：10kV安申线申
达花园#29变电所：#1配变、#2配变；

10 月 26 日 07∶00—15∶30 停
电：10kV朝南线丽华10幢支线3号杆刀闸
上引线后段、丽华11幢支线2号杆刀闸上
引线后段、丽华49幢支线4号杆刀闸上引
线后段、丽华58幢支线6号杆跌落式上引
线后段；

07∶00—17∶00停电：10kV新池二线
汤庄俞家弄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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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施朝阳路下穿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段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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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6日至2022年12月11日,朝阳路
下穿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工程实行道路半封闭施工。

二、由于半封闭范围通行道路狭窄，交通容易堵塞，过
境车辆提前通过G312、芙蓉大道等道路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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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关于对朝阳路下穿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段改造工程施工期间采取限制交通措施的通知

销户公示
由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钟楼区常州金瑞达科

技有限公司扩建厂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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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至1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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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
86021526。

△许筱荔遗失20241027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万玉岩遗失20241019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鲁海洋遗失20241013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天宁区天宁康先特礼品销售中
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编
号：320402000201109200050、

320402000201109200051，声明
作废。△傅佳豪遗失054794号警官证，
声明作废。△林德政遗失17040912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天宁区兰陵宽壹水产行遗失
320402000201905100044号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王玉秀遗失常盛置业有效公司
开具的两张购车位收据，编
号 ：2848883、2850166，声 明
作废。

声明作废
86603740

销户公示
由盐城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金坛区新建儒风苑

一期保障性安置房项目附属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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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至11月17日），如有异议，请向江苏省常
州市金坛区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反映，联系电话：0519-
82695111。

常州市交通运输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注销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本单位理事会研究决定，

经请示业务主管部门，同意注销“常州市交通运输职工思想政治工
作研究会”（单位代码50961165）。请与我单位有债权债务关系的
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前来申报处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权利。联系人：薛燕；联系电话：0519-85682113。特此公告。

常州市交通运输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2022年10月14日

网上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