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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44-2

注：原定11月04日09∶00—17∶30停
电：10kV兰陵线工人南29幢支线8号杆加号
侧后段、工人南34幢西配变、顾家村30号配
变停电撤销；

原定 11 月 07 日 07∶30—19∶00 停
电：110kV吕恒线停电时间日期更改为11月
08日06∶00—21∶00；

原定 11 月 08 日 07∶30—19∶00 停
电：110kV吕铁线停电时间更改为06∶00—
20∶00；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
谅解。

11月01日07∶00—11月03日19∶30停
电：35kV魏水线、35kV翻水线；

11月02日07∶30—13∶30停电：10kV晓
峰线郑陆胡庄A1745开关至华明B1802开
关 （停电范围：郑陆华明娱乐休闲中心等郑
陆等相关地段）；

11月03日06∶00—19∶30停电：110kV
魏圩线（临检）；

06∶30—19∶30停电：35kV卜弋线、35kV
卜煤线；

07∶30—12∶30停电：10kV郭河线智孟
河石桥G176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
管理处、通达公路养护工程等春江、孟河、小河
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长江二线岷
江路3号环网柜：百老汇置业二115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江南中鑫物业服务等河海等相
关地段）；

08∶00—16∶30停电：10kV朝阳线摇树
村84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同济花园部分、朝
阳三村部分、常州市福利院等雕庄、茶山等相
关地段）；

10kV天宁线8号杆至龙游路#1环网柜
1130开关（停电范围：高盈置业等天宁等相关
地段）；

09∶00—16∶30停电：10kV常恒线智常
恒集团G1914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江城宾馆、
玻璃钢造船厂、明都超市等春江、魏村等相关
地段）（临检）；

10kV沿江线11号杆至25号杆（停电范
围：龙兔包装、永泰水泥制品等春江、魏村等相
关地段）（临检）；

11月04日08∶00—13∶00停电：10kV丽
春线元丽春G1853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丽江
茗园部分、丽江花园部分、巨朋纺织印染等西
夏墅等相关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新大线辽河
路7号环网柜：科创科技113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新科创科技发展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8∶00—17∶30停电：10kV普利一线45
号杆至50号杆（停电范围：龙珠山村委会等罗
溪、汤庄等相关地段）；

10kV贸联线麦里奇G1835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麦里奇实业、新泉汽车饰件股份等罗
溪等相关地段）；

11月05日06∶30—14∶30停电：10kV后
塘线后塘桥西V1318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天
南化工、金光金属制品、玉众食品添加剂厂等
郑陆等相关地段）；

07∶00—13∶00停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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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06日08∶00—14∶00停电：10kV龙
南线云台山路3号环网柜：龙南线出线112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藏龙苑部分、龙虎塘中学、

龙虎塘实验小学、龙虎塘街道卫生院等龙虎塘
等相关地段）；

08∶30—17∶30停电：10kV西工线建亚
纺机B1471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和谐纺织机
械、通越铝板幕墙制造、宝龙工具等西夏墅等
相关地段）；

11月07日07∶30—16∶00停电：10kV富
春线富春江路V1241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金
昌盛印染、天道林业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
91079部队等西夏墅、罗溪等相关地段）；

10kV丽江一线全线（停电范围：中纺隆
发纺织、城市照明管理处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向东线东方
西路12号环网柜：苏南智城115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苏南智城科技发展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11月08日06∶00—20∶00停电：110kV
吕铁线；

06∶00—21∶00停电：110kV吕恒线；
07∶30—14∶30停电：10kV车城线通江

大道#16环网柜：通江大道#14柜1120开关至
通江大道#47环网柜：通江大道#14柜1110开
关（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宁沪高速公路
常州管理处等三井、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11月09日07∶30—14∶30停电：10kV
前桥线龙城大道#35环网柜：精密机械支11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常柴股份、新科汽车电子
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车城线通江大道#15环网柜：通江
大道#17柜1120开关至通江大道#16环网
柜：通江大道#17柜1110开关（停电范围：外
汽新众汽车销售服务、美奇罗汽车销售服务、
公共交通集团等三井、河海等相关地段）；

11月11日07∶00—11月12日20∶00停
电：220kV横牵线。

配变及部分停电：

11月02日07∶00—12∶30停电：10kV石
埝线郑陆韩家山配变；

10kV查家线黄家浜支线6号杆跌落式上
引线后段、常特金属支线5号杆跌落式上引线
后段；

10kV焦东线金龙医药支线2号刀闸后段；
08∶00—13∶00停电：10kV新马线59号

杆马鞍高家塘支线侧、23号杆戴市站支线侧；
08∶00—14∶00停电：10kV蔡歧线郑陆

梧岗马家头配变、郑陆梧岗村南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空港二线巢

家塘配变支线1号杆后段（临检）；
10kV硫酸线圩塘九号桥配变（临检）；
09∶00—16∶00停电：10kV魏北线伟峰

支线1号杆后段；
10kV魏安线金瑞建材支线14号杆鸿远

纺织支线后段；
12∶00—17∶30停电：10kV塘华线芳基

九队支线2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1月03日07∶00—12∶30停电：10kV桃

园线桃园16幢支线4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桃园1幢支线5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10kV椿庭线西狮子巷支线6号杆跌落式
上引线后段；

08∶30—11∶00停电：10kV大圩线青山
湾#1中间变电所#3配变（临检）；

12∶00—17∶30停电：10kV电子线电子
新家园支线2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0kV翠竹线故园17幢支线10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故园17幢支线5号杆跌落式
上引线后段；

10kV红梅线红梅东支线3号杆跌落式上
引线后段；

11月04日08∶00—15∶00停电：10kV嫩
江三线史市丁市支线1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

段（临检）；
08∶00—17∶00停电：10kV邹新线杆邹

区东方大道11#配变；
11月05日07∶00—12∶30停电：10kV荆

川线清园5幢支线3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大
元村南支线5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新市线奔牛
新市后庄配变；

11月06日07∶00—12∶30停电：10kV永
红线7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08∶00—11∶30停电：10kV安家线春江
安家绿城湾村中配变；

08∶00—13∶30停电：10kV灯溪线天成
管桩支线21号后段、邹区岳溪陆家村2#配变；

11∶30—16∶30停电：10kV安家线安家
浮桥头配变；

12∶00—17∶30停电：10kV浦前线煤气
站支线2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0kV熙云线4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1月07日07∶30—16∶00停电：10kV石

巷线蓼沟村委配变；
15∶00—16∶00停电：10kV天山一线天

山花园#1中间变电所：1号配变、天山花园#3
变电所：1号配变、天山花园#4变电所：1号配
变、天山花园#6变电所：1号配变（临检）；

11月08日12∶00—17∶30停电：10kV新
庄线钟楼环卫队支线3号杆刘一队支线侧刀
闸后段；

12∶30—16∶30停电：10kV工具线西夏
墅电站北配变；

11月09日06∶00—07∶00停电：10kV
天山一线天山花园#1中间变电所：1号配变、
天山花园#3变电所：1号配变、天山花园#4变
电所：1号配变、天山花园#6变电所：1号配变；

10kV天山二线天山花园#1中间变电所：2

号配变、天山花园#3变电所：2号配变、天山
花园#4变电所：2号配变、天山花园#6变电
所：2号配变；

07∶00—12∶30停电：10kV德安线清凉
130幢支线10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清凉6
幢支线1号杆刀闸后段、清凉130幢支线15
号杆刀闸引线后段、清凉1幢支线3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

08∶00—14∶00停电：10kV汤镇线汤庄
大华路62号配变；

10kV飞西线路灯管理处支线3号杆支
线侧；

12∶00—17∶30停电：10kV德安线光华
路204幢支线10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光华
路204幢支线4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光华
路204幢支线13号杆刀闸后段、清凉13幢支
线7号杆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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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新北区飞龙中学工会委员会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周洁遗失B32010366000063号记者证，声明作废。
△ 常 州 翔 宇 停 车 设 备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320407000201702100204号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顾思涯遗失Q320867153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魏雅芬遗失21240222号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
△江苏白泽环境治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3204115047123），法人章，财务章，
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销户公示
由江苏科嘉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市武进区常州市

圣烈加油有限公司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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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至11月30日），如有异议，请
向常州市武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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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86318226。

销户公示
由江苏科嘉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华牛油品九里水上加

油点（岸基型）建设项目站房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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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至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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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联系电话：0519-85127170。

销户公示
由江苏科嘉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市武进区江苏常

州嘉泽加油站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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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至11月30日），如有异议，请向常
州市武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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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86318226。

本报讯（朱雅萍 文明） 2022年第
五批常州市“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结果日
前揭晓。他们是金坛区华罗庚实验学校
新城分校四（7）班陈奕涵、武进区星辰实
验学校六（3）班承睦杰、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11）班潘睿尔、常州市龙城小学五（8）
班徐嘉艺、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七（1）班
徐诺、常州市正衡中学七（5）班贺宇哲、
常州市觅渡桥小学六（6）班董百柯、常州
西藏民族中学九（2）班金梅卓玛。

陈奕涵，女，2012年3月9日出生。
陈奕涵加入“小红妈”志愿宣讲队

后，迅速成长为理论宣讲骨干，每到节假
日，积极参与开展“小红妈”理论巴士进基
层、“圩圩道来”“红书舫”等志愿服务，激
情满满地为游客们讲解红色故事，宣传家
乡文明。作为“小红妈”爱心社社长助理，
她被誉为“圩荡水乡的红色小飞燕”。

陈奕涵品学兼优，除了将学习和校
内活动打理得井井有条，还积极参加各
种志愿服务工作：秩序维护、文明引导、
发放传单、垃圾清理……积极传递爱与
温暖。

承睦杰，男，2011年1月出生。
从幼儿园起，承睦杰就加入志愿服

务队伍。这些年，他与父母一起参加文
明交通引导、烟花爆竹禁放宣传、公益捐
书、爱心义卖、为爱行走、敬老院义演
等。他“一对一”资助陕西紫阳贫困学

生，还尽己所能完成常州晚报“周末关
爱”栏目的一些微心愿。

他争做绿色生活的践行者，生活中
节约水电、爱惜纸张、爱护环境、爱绿护
绿，并不断学习各种环保知识。作为环
保小达人，他通过各种方式向同学、邻
居、亲戚朋友宣传绿色生活理念。

潘睿尔，男，2012年5月出生。
潘睿尔从小爱阅读，被人戏称是图

书馆的“常驻居民”。他学以致用，不仅
在征文、作文比赛中屡屡获奖，还培养了
朗诵、主持特长。现在，潘睿尔是学校最
受欢迎的金牌小主持、“红领巾宣讲团”
的中坚力量。

他是一名出色的文化志愿者。作为
学校民乐团的一员，他经常带着竹笛走
进儿童福利院、敬老院，为那里的孩子、
老人演奏。暑假期间，得知山区的小朋
友缺少书籍，他专门用零花钱选购了儿
童读物寄到山区。

徐嘉艺，女，2011年10月出生。
作为班长，徐嘉艺以身作则，带领同

学们共同守护好班级这个“家”。她还是
一名“书香小使者”，带动班里同学一起
多读书、读好书。徐嘉艺多才多艺，擅长
素描、水彩画、国画和中国舞、爵士舞等，
还是班里女足主力队员。

课余时间，徐嘉艺积极参加公益活
动，“常爱童心”捐助先心儿童义卖活动、

“学雷锋进社区活动”、“一袋牛奶的暴
走”、“心系紫阳，共度暖冬”爱心捐赠活
动等，都有她贡献力量的身影。

徐诺，男，2010年6月出生。
徐诺从小就喜阅读、爱写作，先后在

媒体上发表21篇习作，被评为常州市
“百佳小记者”。他的梦想是用科技改变
生活，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为此，他从三年级就开始学习机器人编
程，并积极参加各类科技活动，国家级、
省级、市级奖项是他刻苦学习的成果和
见证。

徐诺两次在“一袋牛奶的暴走”公益
活动完成徒步10公里行走，奉献了爱
心，锤炼了意志。他还被授予“网络文明
宣传大使”称号，在清网助苗行动中积极
传播正能量。

贺宇哲，男，2010 年 4 月 20 日出
生。

贺宇哲自小就坚定跟随党的红色脚
印，积极传承与宣扬红色精神。作为一
名红领巾宣讲员，他多次荣获重量级大
奖。2021年，他被评为常州市“爱党爱
国爱家乡 青年有爱常奉献”先进个人。

贺宇哲不仅成绩优异，而且擅长国
画、街舞、跆拳道，在长年累月的练习中
提高了技艺，锤炼了意志。他积极参与
各种公益爱心活动，从2017年至今，每
年开学换季之际，贺宇哲都会为云南省

昭通地区普洱镇大马村的一位小朋友送
去衣服、书包、教材等物资。

董百柯，男，2011年4月出生。
董百柯每学期都被评为“秋白好

少年”，他爱阅读，爱运动，爱音乐，爱
表演……在诗词大会、戏剧活动中表现
优异，在电路工程和计算机编程学习中
屡获佳绩。作为学校秋白讲解团成员，
他曾为江苏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组作
讲解，受到一致好评。

董百柯用自己的压岁钱为困境儿童
购买御寒衣物；他连续三年参加陕西镇
坪“我有一块田”活动，今年还为镇坪小
伙伴捐赠了运动器材。

金梅卓玛，女，2007年 11月 11日
出生。

“高原雏鹰”金梅卓玛来自西藏那
曲。在常州西藏民族中学，她不仅学
习成绩优异，而且在朗诵、演讲、主持、
跳舞、音乐、阅读等方面，都展现出了
极强的学习和领悟能力。她把团结友
爱、互助和谐牢牢铭记在心里，同学们
遇到困难，她总会热情伸出援助之
手。她以一颗真诚的心，得到了大家
的一致认可。

学习之外，她热心公益，积极参加街
道组织的义卖、义演活动；在重阳节时，
为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提供爱心志愿服
务。今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2022年第五批常州市“新时代好少年”揭晓

□王婷 芮伟芬

“现在公交车通到村口，我们以
后上街能少走10多里路。这对上
了年纪的我们来说，真方便多了。”
10月28日，家住溧阳市戴埠镇金
山里村的钱奶奶和村里的老姐妹，
又高兴地坐上家门口的217路公交
车去镇上逛街了。

钱奶奶70多岁，以往到镇上
去，要走10多里路才能到公交站点
乘车。因为年纪大了，腿脚有些不
灵便，她很少出门。10月 10日，
217路公交线延伸到她所在村村
口，村民们只要走上几步路，就可以
乘坐公交车。

“以后上街吃茶也不用天没亮
就起来了，自家吃不完的田头小菜
也好拿到镇上卖卖……”住在戴埠
镇油坊村的周大爷对217路赞不绝
口。他说，村上盼公交车盼了十几

年，今朝终于圆梦了。
公交车开到村口，方便了百姓，

也开进了百姓心里。原先从戴埠镇
到所辖的大塘村，长约5.5公里，往
南往东方向至天目湖镇平桥村的
29个南山片区村庄一直没有通公
交车，村民出门要走很远的路去乘
车，非常不方便。了解村民需求后，
10月10日，该条公交线路作了优
化延伸，从大塘村延伸18公里至天
目湖镇平桥村，沿途村村设站点，共
增设站点34个，覆盖29个村庄，受
益近万人，每天发车8个班次，彻底
解决了沿线村民“出行烦、乘车难”
的问题。

今年以来，溧阳市客运有限公
司以“促民生、提服务”为工作导向，
持续优化公交线网，截至目前已开
通优化4条毗邻公交，新增3条公
交线，优化9条公交线，竭力打通老
百姓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村村设站点，公交车开到家门口

本报讯（顾燕 汪磊）连日来，常
州公安持续创新反诈宣传形式，组织
警力下社区、进企业、到农田，做到有
特色、有创意、有实效，让反诈宣传和
意识深植人心，全力守护好老百姓的

“钱袋子”。
为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多发态势，钟楼公安分局各基层派出
所，利用无人机便捷、吸引力和广播
范围大的特点，在辖区重点时段和人
员密集场所，开展“高空播报+地面
宣传”活动，切实提高群众防骗意识
和能力。金色新城小区居民对这样
的反诈宣传称赞道：“好佬，有效果！”

金秋十月，正是丰收时节。新北
区公安分局孟河派出所和西夏墅派
出所民警走进“丰收节”活动现场，深
入田间地头，采取拉家常、讲案例、发

传单等形式，介绍电信网络诈骗的惯
用手法及防范知识，深入讲解“购买
保健品”等常见养老诈骗案例，提醒
大家“不听、不信、不转账”，有效增强
老年群众的识诈、防诈、反诈能力。
有位老人手里拿着反诈知识单说：

“地里的粮食刚收上来，绝对不能让
骗子得逞，不然一年辛苦就白费了。”

天宁公安分局青龙、新丰派出所
联合分局刑警大队走进天宁吾悦广
场，开展“反诈进商场 筑牢心防线”宣
传活动。期间，民警、辅警以辖区电诈
典型案例为鉴，积极向过往群众及商
铺经营者详细讲解“刷单诈骗”“网上
投资理财”“养老诈骗”等常见套路和
防范要点，引导群众辨识骗局。

10月24日上午，溧阳市公安局
昆仑派出所积极组织开展防范养老

诈骗宣传活动。期间，民警通过向现
场老年群众耐心讲解“投资养老”“养
生保健品”“缴纳养老金”等常见诈骗
手段，帮助老年人保护好自己的“钱
袋子”。

为进一步提高在校大学生的识
骗、防骗能力，武进公安分局反诈宣
讲团民警走进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为全校200余名反诈志愿者开展

“防诈同心，反诈同行”宣讲。民警用
通俗易懂又不失幽默的语言分别剖
析裸聊、兼职刷单、游戏装备买卖、
网络贷款等多种诈骗类型的特点，
普及防范技巧和应对方法，同时，还
与反诈志愿者进行互动，指导他们
在加强自身防范的同时，如何帮助
身边的同学识骗防骗，共同营造“无
诈校园”氛围，推动平安校园建设。

下社区、进企业、到农田

常州警方持续发力，守护群众“钱袋子”

本报讯（郏燕波
管倩）“庆丰大米是
生态有机大米，口感
香糯，非常好吃。今
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优
惠多多，赶快下单
吧！”10 月 29 日下
午，溧阳市融媒体中
心联合南渡镇庆丰村
共同举办“庆丰村里
庆丰收”直播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
“自在溧阳”抖音号，
向各地消费者推介南
渡镇庆丰村的特色农
产品，全方位呈现庆
丰村怡人的秋季美
景，让广大网友不仅
能够在直播间购买到
心仪产品，还能“云
游”庆丰。

“这个有礼盒装吗？”“大概几天
能到货？”“买几件有优惠？”直播间
的热闹场面不逊于线下，凸显了“云
端交易”的方便快捷。溧阳市融媒
体主持人君君化身带货主播，与村
官、种粮大户、育苗专家等，共同推
介包括庆丰大米、庆丰馒头、庆丰米
酒在内的多款特色产品。

“我们将不断积累经验，拓宽思
路，利用线上渠道大力推介本地优
质农产品，做好高质量直播。”溧阳
市融媒体中心负责人表示，将充分
利用媒介融合的宣传手段，更好地
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助力乡村振
兴，为溧阳奋力打造苏南绿色崛起
品质城市贡献融媒力量。

融媒直播，为乡村振兴“加码”
本报讯（张维明 庄奕）近年来，奥

特曼卡牌风靡小学生群体。在大人看来
平平无奇的奥特曼卡片，在许多孩子眼
中却如同珍宝，他们不断地买卡、抽卡、
凑卡。昨日，在处理了一起由此产生的
纠纷后，新北消协提醒家长，要正确引导
未成年人理性消费，避免孩子过度沉迷
卡片盲盒。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9岁，上个月孩子
瞒着家人，在新北区一家超市先后花费
900多元购买了一堆奥特曼卡片。徐女
士发现后很生气，找到商家要求退货退
款。被拒绝后，徐女士向新北消协求助。

接到投诉后，新北消协新桥分会“党
员先锋调解队”介入调查。经查，徐女士
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商家不同意退货退款，理由是出售
卡片前询问了孩子，孩子明确表示父母
是同意的，而且现在卡片已被打开，外包
装破损，严重影响二次销售。

新北消协工作人员认为，《民法典》
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
代理人同意、追认。在未经监护人同意的
情况下，商家累计销售给未成年人近千元
的奥特曼卡片，购买的数量和金额明显超
出其年龄、智力相匹配的范围，家长有权
要求商家退货退款。同时，商家利用“盲
盒”玩法，引诱孩子反复购买和冲动消费，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孩子身心健康。最
终经消协工作人员耐心调解，商家同意按
照现有退回数量全额退款。

经新北消协调解，商家同
意退货退款

9岁孩子花近千元
收集奥特曼卡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