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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租
出租办公写字楼独栋 2500m2

三层精装修,可供变压器用电
2500kVA。有超高车间2500m2。
基础设施证件齐全,厂区大型车辆
装卸进出宽畅,紧靠沪宁高速,青洋
高架出口,运输车辆不限禁区,交通
方便。电话18018255810赵女士

0519

86685553
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
中路413号报业大
厦南辅楼311室

综
合
信
息

遗失声明 �史建超、徐红兰遗失
溧阳新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
省常州市房地产开发
预收款凭据1份，发票
代码:232040990110，发
票号码:00001053，金额
451945.00元，声明作废

�史建超、徐红兰遗失
溧阳新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
省常州市房地产开发
预收款凭据1份，发票
代码:232040990110，发
票号码:00001057，金额
1040000.00元 ，声 明
作废

招租转让

办公房招租
新北区典雅商业广场3号综合楼
四楼，上下两层，实际使用面积300
㎡+，朝向东南采光极好，停车方
便，面向市民广场，毗邻市政府和
政务中心，适合中型以上公司办公、
休闲娱乐、养生馆使用。有意可以
联系余先生，15351978866

�汪心诚遗失苏D714ED
太平洋保险公司商业险
保 单 1份 ，流 水 号:
QJBB1900575207，声明
作废

江苏金沙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金坛区儒林镇239南侧歇耕土地

代种代管收益权。2、金坛区东环一路669号院内室外
球场租赁权。

二、拍卖时间、地点：1号标的：2022年5月13日上
午9:30；2号标的：2022年5月13日下午2:30；在金坛区
东门大街209号12楼。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与展示，
未尽事宜详见拍卖资料。

三、注意事项：1、本次 1号标的有以下条件：
（1）竞买人须是（种植业、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
业。（2）竞买人须向出租方提交相关资料并经审核
确认后方可参与报名。2、竞买人须于2022年5月
12日下午4时前办理完毕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拍
卖保证金到本公司账户，否则不具备竞拍资格。

联系电话：13814782867
2022年5月6日

公 告

注销公告
常 州 康 盛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411059447675D)经
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请债权人见报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作
放弃处理。

特此公告。
常州康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5月6日

■李杰 彭迪 秋冰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记者 5 日获悉，国
网溧阳市供电公司与天目湖镇
政府、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天目湖旅游度假区
低碳旅游能源互联示范工程”协
议，三方再次联手对天目湖景区
开展新一轮全电升级改造，探索

“双碳”实践，助力“电动溧阳”迈
入2.0新时代。

据了解，溧阳市委市政府去
年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创新提出“电动溧阳”理念，
加快建设适度超前、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的电动化基础设施和
综合服务体系，打造“电动中国”
县域样板。溧阳供电公司主动
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参与政府方
案编制、打造生态全电景区、织
密汽车充电网络、做好接电用电
服务，构建起绿色能源消费的新
生态。

溧阳供电公司副总经理穆
迪介绍，此次三方再度携手，是
在天目湖全电景区一期建设基
础上的又一次升级合作，二期工
程将建设高品质夜公园、增加全
电游船数量、打造节能型酒店、
升级景区能效系统，进一步推动
双碳战略落地，用绿色发展的创
新思路，带动镇区经济更好更快
发展。尤其对于天目湖和南山
竹海共同筹建的动物王国旅游
项目，将积极引入全电元素，提
高清洁电能使用占比，降低碳排
放，打造低碳绿色文旅样板。

除全电文旅，溧阳供电今年
还瞄准电动出行、工业减碳、公
共节能、电力助农四大领域，依
托专业优势，助力“电动溧阳”

2.0建设——
电动出行。溧阳供电在初

步实现乡镇街道、文旅景区、公
交客运、高速服务区电动汽车全
覆盖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协同共
建模式，年内至少再建成 12 座
合作公共充电站，基本建成中心
城区 1 公里充电圈。加快疏导
解决小区内部充电难矛盾，统一
地下车库建设模式，将新小区建
设 充 电 桩 比 例 进 一 步 提 升 至
30%。

工业减碳。溧阳供电将瞄
准工业电气化领域，施展“清洁
能源+电能替代+节能降碳”组
合拳，推动引领“屋顶光伏+配套
储能”的商业化规模化开发。争
取碳中和管理国家重点示范项
目落地溧阳高新区，引导企业参
与绿电现货交易。助力金峰集
团建造全国水泥行业规模最大
的全电智能输送廊道，实现 500
辆燃油重卡电能替代。

公共节能。溧阳供电将积
极开拓建筑领域节能市场，结合
生产基地搬迁，设计建设“近零
碳”公司楼宇。加快实施“厨电+
校园”安全改造工程，8月底前实
现溧阳市中小学厨房 100%“瓶
改电”“油改电”，并将全电厨房
逐步扩展至医疗卫生、政府公共
机构等领域，形成全电厨房“典
型示范+行业方案”推广模式。

电力助农。溧阳供电将以
乡村振兴、农旅融合为导向，推
动农村供电服务进阶，广泛开展
电缆入地改造，积极支撑溧阳市
委市政府“打造村庄景观、创建
村落景区”建设目标，并依托全
电管理、智慧分析技术，在年内
建成戴埠镇王家村全电民宿村，
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8月底前实现溧阳市中小学厨房100%“瓶改电”“油改电”

天目湖景区开展新一轮全电升级改造

■龚轩 陆佳怡

有职工问离婚后可以变更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主借款人
吗？本期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
介绍。

真真——公积金中心发言
人

心心——职工业务代言人
心心：真真，最近李女士有

点心烦。两年前她与丈夫一起
申请公积金贷款，购买了一套
住房，并以丈夫作为公积金贷
款的主借款人。目前两人已协
议离婚，住房的产权将变更为
她本人，以后这公积金贷款该
怎么还？

真真：公积金贷款还款期
间，如果因主借款人离婚，需要
变更贷款所购住房产权人，可
申请办理变更借款人业务。只
要把公积金贷款的主借款人变
更为李女士本人即可，不影响
以后的还款。

首先由变更后的产权人及

其配偶提出变更申请，经担保
公司审核，公积金中心审批同
意后，再去房屋产权登记部门
变更产权，然后重新办理公积
金贷款。贷款发放后，由新的借
款人履行还贷义务。这里需要
提醒李女士，借款人需要提前
一次性还清原贷款剩余本息，
才可以办理产权变更。

心心：李女士之前是和前
夫一起申请公积金贷款的，现
在还有 45 万多元本金没还清，
借款人变更后会不会影响贷款
额度？

真真：这个不会有影响的。
因借款人离婚需要办理公积金
贷款所购住房的产权人变更
的，对新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
公积金缴存情况不作要求，但
贷款额度不得超过原贷款剩余
本金。

心心：让李女士一次性还
清贷款估计现在还有些困难，
能不能先将还贷的银行账户改
成她的？

真真：像李女士这种在还

贷期间离婚且暂无能力还清原
贷款，而又需要办理借款人变
更手续的，可以先申请将原还
贷的银行账户变更为本人同一
贷款银行的扣款账户，但不能
变更借款人。

心心：太好了！要怎么办
理？

真真：办理时，需原贷款的
所有借款人携带本人身份证、
离婚证明、同一银行的新还贷
银行借记卡，到公积金中心服
务窗口申请变更，经审批同意
后，再到银行受理点公积金还
款窗口办理扣款账户变更。此
种情况下，李女士以外的借款
人仍处于有未还清贷款记录状
况，暂时无法办理新住房公积
金贷款。

夫妻离婚后可变更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

■杨成武 赵鹤茂 郑明阳

本报讯 记者 5 月 5 日从中
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获
悉，该公司牵头制定的轻工行
业标准 QB/T 5685-2022《水
处理用盐》获批发布，对于水处
理行业的发展和消毒技术的革
新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我
国在该领域标准尚属空白。

自来水生产过程中，消毒是
重要一环。我国城市水处理领域

目前常用次氯酸钠作为消毒剂，
水厂制备次氯酸钠需用到盐这
一原料。中盐金坛技术部科员李
伟介绍，在该标准出台之前，水
处理领域普遍以食用盐和工业
盐用于现场制备次氯酸钠，不仅
溶解性较差，产生的重金属等微
量元素还会制约设备的稳定运
行，专门的水处理用盐则可有效
避免这些问题。

据悉，该行业标准由中盐
金坛牵头、国家盐产品质量监
督检测中心及相关单位共同起

草，将有效避免以食用盐或工
业盐代替水处理用盐，对减少
自来水生产中的消毒副产物、
大幅提升居民自来水质量有重
要意义。

中盐金坛 2017 年就推出
自来水消毒盐，一直致力于消
毒盐和相关消毒技术的推广。
目前，他们的消毒盐产品服务
于香港、江苏、上海、江西、湖
南、湖北、新疆等地自来水生产
企业，还远销日本、新加坡、马
来西亚等地。

填补我国水处理用盐领域标准空白

中盐金坛牵头制定一项行业标准

■庄奕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
胜花时。这是王安石《初夏即
事》中的两句，描写了初夏的景
象。昨天进入立夏节气，天气也
延续了“五一”假期的晴好，当天
我市的最低温度为15.6℃，最高

气温28.5℃，中午时分走在阳光
下，穿一件短袖T恤足矣。

今 后 几 天 的 天 气 也 不
错。一直到 7 日，我市最高气
温大约为 30℃；8 日部分地区
有阵雨，最高温度降至 24℃，
但9日温度就又回升了。

立夏后要注重对心脏的
养护，可以喝一点酸枣仁百合

茶。酸枣仁百合茶具有安神、
滋阴养血的作用，可以改善失
眠的症状，对于心悸怔忡与心
血不足的人，具有很好的治疗
作用。将百合、酸枣仁、茯苓、
桂圆、枸杞子、小麦洗净，放入
锅内，加入适量的水，用文火
慢熬 2 个小时左右即可，睡前
温服一杯，能去燥助眠。

立夏宜养心小编 天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

加快实施“厨电+校园”安全改造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