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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晟亚泰尔（常州）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

算程序，该单位遗失包括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合同专用章等在
内的全部证照、印章（鉴）现声明作废。

晟亚泰尔（常州）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3月25日

声 明
常州市东南制氧厂有限公司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该单位遗失包括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合同专用章等在内的全
部证照、印章（鉴）现声明作废。

常州市东南制氧厂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3月25日

注销公告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家园社区衣线

牵编织工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2040234651173XJ）经理事会会议
决议注销并清算，现由薛琴、潘玉成等
人组成清算组，请有关债权人于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

地址：和平国际花苑 3幢乙单元
二楼

联系人：薛琴，电话：88822736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家园社区衣线牵编织工室

2021年3月24日

声明作废
86603740

△溧阳市阳先生炸串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
号：JY23204810175096，声
明作废。
△钟楼区永红烨琛日用品经
营部遗失3204040002021
03040030号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吕亦歆遗失R320369671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平顺投资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遗失320483666202
003180470号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费丝雨遗失18050708号
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明
作废。
△天宁区郑陆孝保货运服务
部遗失320401417943号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声明
作废。
△常州市武进区奔牛人民医
院 工 会 委 员 会 遗 失
J3040005174401号开户许
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刘蓉静遗失18050717号
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明
作废。
△朱海郡遗失19240830号
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明
作废。
△田子君遗失18070820号
常州工学院学生证，声明
作废。
△常州市钟楼区福祉心理服
务中心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
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常州市金坛茂源硅胶制品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声 明
江苏大和新材料有限公司经法院裁

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该单位遗失包括营
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合同专用章等在内
的全部证照、印章（鉴）现声明作废。
江苏大和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1年3月25日

声 明
江苏华联担保有限公司经法院裁

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该单位遗失包括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合同专用章等
在内的全部证照、印章（鉴）现声明
作废。

江苏华联担保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3月25日

声 明
江苏立凯设备安装维护有限公司

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该单位
遗失包括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合同
专用章等在内的全部证照、印章（鉴）现
声明作废。
江苏立凯设备安装维护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3月25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2-4

注：原定03月28日07:30-20:00
停电：35kV郑水线停电撤销；请以上线路
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3月28日07:30-19:30停电：10kV
奔西线东圆巷B1276开关至奔牛粮管所
B1277开关（停电范围：港务新村部分、工
农新村部分、紫薇苑部分等奔牛等相关地
段）；

03月29日07:00-03月31日19:00
停电：110kV园铁线；

03月29日07:30-13:30停电：10kV
四圩线斜桥红光A1803开关至斜桥961
开关（停电范围：峰迪奥车辆配件、孟河永
业灯具厂、孟河永业邮电器材厂等孟河、小
河等相关地段）；

03月30日08:00-14:00停电：10kV
文在线邮电路#2 环网柜：邮电路#1 箱
115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邮电路部分等
荷花池等相关地段）；

03月31日07:30-16:00停电：10kV
安信二线湾城变至东城明居#1中间变电
所：安信二线1210开关至安信颐和#1中
间变电所：安信二线1210开关（停电范围：
常州中心血站、运河南岸置业、东坡小学等
茶山、雕庄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文在线邮
电路#2环网柜：邮电路#2箱116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邮电路部分等荷花池等相关
地段）；

04月01日06:00-19:30停电：35kV
化工线；

07:20-17:10停电：10kV红梅线青
龙西路2号环网柜：红梅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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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kV虹景线10#杆至青龙西路1号环
网柜：虹景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九龙半岛
娱乐休闲等红梅等相关地段）；

04月01日07:00-04月02日19:00停
电：110kV园能线；

04 月 02 日 07:00- 12:30 停电：
10kV三毛线凤凰路#5环网柜：三毛线出
线1130开关至港机厂894开关（停电范
围：优胜村委会等茶山、雕庄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3月26日08:00-14:00停电：10kV

郑农线郑陆市镇施家巷配变（临检）；
03月29日08:00-15:00停电：10kV

孟庄线长江路#4环网柜：三堡街2幢支
1120开关后段；

03月31日08:00-14:00停电：10kV
景园线A1523 开关支线 12杆采石场支
线侧；

08:30-12:30停电：10kV朝阳线朝
阳108-7幢配变（临检）；

04 月 01 日 08:00- 15:00 停电：

10kV石埝线红旗大队支线01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临检）；

10kV文杰线金属拉管支线01号杆跌
落式上引线后段（临检）；

04月02日07:30-13:30停电：10kV
红梅线青龙西路2号环网柜：青龙信用社配
变1130开关后段；

10kV虹景线青龙西路1号环网柜：常
青庙湾箱1150开关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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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东青集镇地块改造项目被征收房屋
相关权利人申报举证及协商补偿的公告

我局拟对东青集镇地块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
实施征收，其中东方市场有部分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为
保障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请该项目征收范
围内所有权人不明确（包括无产权关系证明、产权人下落
不明、暂时无法考证产权的合法所有人等情形）的被征收
房屋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常州市天宁
区东青管理办公室征收与补偿服务站办公室联系申报举
证。联系地址：北塘河东路5号天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2
号楼208室，联系电话：0519-81183157。逾期未申报举
证，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号）和《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常
政规〔2020〕2号）等有关规定处理。

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停水通知
尊敬的客户：

因魏村水厂出厂管道更换而停产，我司将于3月25日
22时至26日6时对魏村水厂周边地区停水降压和市区大
面积降压供水，并将暂时停止对金坛、皇塘等地区供水。
停水区域：魏村、孝都、小河、孟城、万绥、百丈、圩塘、安家、
天马集团、朗盛用户。降压供水区域：西夏墅、罗溪，整个
市区（除武进区外）5楼以上直供水用户，但二次供水用户
基本不受影响。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友情提醒，请市民用户提前
做好储水准备，并相互转告。停水期间关闭水龙头，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施工人员将尽力争取早完工早供水，
恢复供水后，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水质波动，也需要市民
谅解。如有疑问，可致电24小时常水热线88130008进行
咨询。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3日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
武进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溧
阳市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上述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sf.taobao.com）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4月13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28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路虎牌小型汽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宝
页面）

(2)常州市新北区锦海星城4幢乙单元8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为136.12㎡）

(3)镇江市大港海德公园樱花岛7幢第负1
至2层1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为358.63㎡）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21年4月2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新阳光食品城59幢8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121.79㎡）

（2）常州市东方西路88号1617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99.51㎡）

3、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21年4月22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天宁区富邦商业广场1幢2500
号、3498号、3475号、3473号、3471号、3222号、
3221号、3220号、3217号、3216号、3215号、
3214号、3204号、3203号、3202号、3199号、
3198号、3197号、3195号、3194号（建筑面积
分别为29.84㎡、31.97㎡、25.44㎡、27.26㎡、

27.26㎡、32.63㎡、27.04㎡、29.84㎡、29.84㎡、
31.7㎡、29.84㎡、29.84㎡、34.1㎡、36.23㎡、34.1
㎡、34.1㎡、30.9㎡、37.3㎡、23.98㎡、31.97㎡）

4、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
2021年4月26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展开竞价：

(1)溧阳市濑江花园二区13幢一单元202
室（建筑面积123.122㎡）

(2)溧阳市后街新村12幢3-102（建筑面积
60.52㎡）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
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
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
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2021年3月25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综合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 24 日发
表的《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指出，美国金钱政治痼疾
深重，民意操纵与谎言泛滥，美式民主不仅难以弥合日益极
化的政治分歧，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导致美
国民众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名无实。

报告指出，美国的金钱政治扭曲了民意，把选举搞成了富
人阶层的“独角戏”。2020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总支出高
达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2倍多。其中，总统选举花费再创
历史纪录，达到66亿美元；国会选举花费超过70亿美元。

报告称，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诸多重大公共事项上
僵持不下、无所作为，使国家治理陷入低效无能的泥淖。政
客自甘堕落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攻讦缠斗成为美国的基本
政治生态，各种丑陋攻击和低俗抹黑竞相上演。

报告认为，选举没有解决美国政治分歧，反而使对立白
热化，选后暴乱凸显美式民主危机。支持不同党派的选民
在极端政客的挑唆煽动之下势不两立，情绪日趋狂热、沟通
愈发艰难，仇恨政治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瘟疫，成为社会持
续动荡撕裂的根源。

报告指出，美国号称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和
医疗护理能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却一片混乱，成为世界上
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报告指出，美国应对疫情不力造成惨重后果。根据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数据，截至2021年2月底，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已超过2800万例，死亡病例总
数超过50万例。

报告显示，美国政府选择不作为导致疫情失控，疫情防
控指挥混乱使得民众无所适从，老年人成为美国政府抗疫
不力的“牺牲品”，贫困人口面临更严重感染威胁，残障人士
和无家可归者处境维艰，监狱疫情暴发威胁囚犯生命健康。

同时，报告表明，疫情失控给美国人心理带来严重阴
影。相关研究显示，2020年4月至6月，40.9％的成年受访
者表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11％的成年受访者认真考虑过
自杀；疫情期间美国自杀救助热线电话接听数量上升了
47％，某些危机干预热线电话接听数量暴涨300％。

国新办发表《报告》指出

美式民主失序引发政治乱象
疫情严重失控酿成人间悲剧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举行庆祝大会、开
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和全国“两优一先”
评选表彰、举办大型主题展览、举办文艺演
出⋯⋯23 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有
关情况。一系列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庆
祝活动精彩纷呈、亮点频现，记者就此采访
专家进行了解读。

突出思想性，注重青少年学习教育

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
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结合巩固深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在全体党员
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贯穿2021年全年。

如何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入脑入心，防止流于形式？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
认为，要把自学、互学、促学、督学的环节抓
实，利用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开
展交流研讨，互相启发，及时由专家进行辅
导和引导，促进思想升华，同时开好民主生
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自觉开展党性分析，让
党史学习教育真正成为洗礼灵魂、纯洁党
性的催化剂。

发布会上，王晓晖还表示，青少年由于年
龄和阅历的原因，对党史了解比较少，在面向
全社会的“四史”学习教育当中，要始终把青
少年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
学院院长姜飞表示，引导青少年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要以平等姿态与其交流互动，利用国
风动漫、影视剧、短视频等深受“90 后”“00
后”“Z世代”喜爱的传播形式，不断探索做好
教育、引导青年的新方法。

开展评选表彰，发挥榜样引领

发布会上，中组部副部长傅兴国介绍，今
年党中央将首次评选颁授“七一勋章”，并在

“七一”前为健在的、截至 7 月 1 日党龄达到
50 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首次颁发“光荣
在党50年”纪念章。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此举有助于树
立标杆模范，让大家见贤思齐。“通过评选颁
授‘七一勋章’，让道德品行高尚、作出过杰出
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先进党员接受礼赞，在
全社会起到激励、引领、示范作用的同时，极
大增强广大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

“这一举措充分体现党对老党员的关

怀，将他们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张占斌说，
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战
胜各种风险挑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
本原因。这些老党员一以贯之的言行，就是
最好的历史教材，就是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
的样本。

强化实效，推动改善民生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着力改善民
生”是此次活动的一大特点。从最困难的群
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事
情抓起，把庆祝活动和推进改善民生结合起
来，着力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
生问题，特别是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的民生建设，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张占斌表示，中国共产党人一路走来，靠
的是一颗为民服务的初心。建党百年之际，
将庆祝活动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相结合，具
有重要意义。

“把庆祝活动和推进改善民生相结合，一
方面是提醒党员在回顾光荣历史的同时，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另一方面也告诫党员，
庆祝建党百年和为群众办实事是一个不可分

割的有机整体。在实践工作中将这些结合起
来，考验着每位共产党人的智慧和觉悟。”张
占斌说。

以文化人，激发群众热情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今年将举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大型主题展览和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文艺演出，一大批红色
题材的文艺精品力作即将问世，各类群众性
文化活动正在筹办当中。

辛鸣说，这些庆祝活动的着眼点就是要
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更加形象化地把
党的历史鲜活呈现在群众面前，在寓教于乐
的过程中帮助人们更好学习历史，让更多人
通过文艺作品来了解党史、接受教育。

“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体，要激发他们的
参与热情，就需要让人民群众拥有实实在在
的参与感、获得感。”姜飞表示，红色题材文艺
精品、主题展览、红色旅游路线的推出，都能
让群众对党的百年风华有更直观的感受、更
感性的认识、更深刻的体会，进一步激发人民
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凝聚起团结奋进的
精神力量。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专家解读中共中央2021年首场新闻发布会

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有何亮点？

新华社昆明3月24日电 据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办公室
通报，3月23日，中国、老挝、缅甸派出的6艘执法艇分别从
中国景哈、老挝班相果、缅甸相腊码头启航，开启第 103 次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此次还将开展中老缅
泰湄公河联合“扫毒”百日攻坚行动。

据介绍，针对近期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治安形势，此次
行动将采取分段巡逻与全线联合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以联
合打击湄公河流域毒品犯罪为重点，强化各类跨境违法犯
罪打击力度，共同维护流域安全稳定。

行动前，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指挥官联席会、湄公河流域治安形势分
析会及打击流域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研讨会，共同分析研判
近期流域治安形势，重点就联合打击流域毒品犯罪、深化禁
毒执法合作进行深入磋商交流，一致同意启动中老缅泰湄
公河联合“扫毒”百日攻坚行动。

第103次湄公河
联合巡逻执法启航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 经济社
会发展，交通运输先行。未来 5 年，交通
运输工作发力重点在哪？交通运输部副
部长王志清 24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
示，“十四五”期间，将紧紧围绕补短板等
六方面开展工作，力争到 2025 年交通强
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具体来看，这六方面重点工作分别是：
——补短板，将重点在“均等化”上下

功夫，努力补齐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种
交通运输方式之间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
不平衡的结构性短板；

——促融合，将在“一体化”上下功
夫，大力促进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一体化
融合发展，大力促进交通运输与其他产业
之间的融合发展；

——提质效，将重点在“数字化”上下
功夫，不断强化创新驱动，通过数字化为
传统交通产业提效能、扩功能、增动能；

——保安畅，将重点在“便捷化”上下
功夫，全力保障交通运输的网络安全和畅
通，不断提升综合交通运输的组合效益；

——强服务，将重点在“多样化”上下
功夫，持续扩大多品类、高品质的服务供
给，提升出行服务、物流服务的保障能力
和水平；

——优治理，将重点在“现代化”上下
功夫，通过精细管理、精准施策，积极推进
交通运输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王志清表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循环
的动脉，是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的坚实支撑，
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纽带
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保障基石。

王志清介绍，在将大力完善综合交通
网络，努力构建现代物流服务体系，积极
推动交通运输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
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努力发挥
好交通运输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未来5年，交通运输重点工作敲定

图为执法队员在云南西双版纳景哈码头向岸上人员敬
礼（3月23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3 日电 一周时间里，美国接连
发生重大枪击事件。美国总统拜登 23 日呼吁国会参议院
立即通过众议院此前批准的枪支法案，加强控枪立法。

拜登说，国会应立即采取行动，禁止攻击性武器和大容
量弹匣，堵住购枪背景调查程序中的漏洞，以“拯救生命”。
他说：“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党派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我
们必须采取行动。”

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控枪问题上历来分歧尖
锐。在拜登政府支持下，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11日通
过两项加强购枪背景调查的法案。由于两党在国会参议院
各占50席，美国媒体预测这两项法案很难获得在参议院闯
关所需的60票门槛。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已有20多年未通过重要的控枪
法律。2019 年民主党重夺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后曾通过
类似法案，但随后被当时由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搁置。

拜登呼吁加强控枪立法

据新华社纽约3月23日电 由于欧洲多国新冠疫情反
弹令市场承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日再次大幅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5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
期货价格下跌 3.80 美元，收于每桶 57.76 美元，跌幅为
6.17％；5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83 美
元，收于每桶60.79美元，跌幅为5.93％。

第三波疫情来袭促使欧洲多国再次加强疫情管控，加
之疫苗接种进程缓慢以及对疫苗有效性的担忧上升，市场
对石油需求复苏乐观预期受挫。

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表示，欧洲大陆正在收紧疫情管
控措施，进一步限制出行，或将对石油需求造成负面影响。

欧洲疫情反弹致国际油价大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