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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86603740

△潘诗芸遗失19060714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国际人才服务中心遗失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编号：
10901838- 10901850，声 明
作废。

△梁钰梓遗失Q320730270号出
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胡菲钰遗失I320812168号出
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周晓宇遗失81371325号江苏
增值税发票，声明作废。
△新北区三井成伟建筑材料厂遗
失常320401333193号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声明作废。
△李文轩遗失M320163211号出

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武进区湟里味正香小吃店遗失
320412000201805300045号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声明作废。
△常州康迪冷暖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常州美凯龙国际电脑家电
装饰城有限公司收款收据，编号：
ZY18082400054142，声明作废。
△常州新耀化工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福派博克高分子材料（常州）有
限公司遗失白蚁预防竣工报告，
项目名称：福派博克厂房及仓库
扩建项目，白蚁预防竣工报告编
号：3899，合同编号：20190002，
声明作废。
△杨华遗失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开具的住院发票一张，住院号：
201918154,金额：61716.94元，
声明作废。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3-4

注：原定04月06日07:30-14:30停
电：10kV德安线太雷故居支线5#杆后段
停电日期变更为04月02日；

原定04月06日07:30-14:30停电：
10kV天宁线劳动中路41号配变停电日期
变更为04月02日；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
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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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月 03 日 06:00- 19:00 停 电 ：
110kV瑞通线；

04月06日07:20-15:00停电：10kV
高德线银山路 1 号环网柜：高德线出线
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高德环保科技等
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日月线降头村A1214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裕和金属材料、西夏墅领先米厂
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浦河线全线（停电范围：三扬自
动化设备、稳健机械、常运机械等西夏墅等
相关地段）；

04月07日07:30-13:00停电：10kV
宏浩线长源电子29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格力特电子设备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丽三线丽三
17幢A114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丽华三村
部分、常州公安局天宁分局等茶山等相关地
段）；

07:30-16:00停电：10kV红梅线青龙
西路2号环网柜：飞龙东路#2柜1120开关

至飞龙东路#3环网柜：飞龙东路#2柜1110
开关（停电范围：红梅新村部分、武进区畜牧
兽医中心等荷花池、红梅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文在线东西
横街#7环网柜：文在桥支115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西横街北弄部分等荷花池等相
关地段）；

04月08日06:50-18:40停电：10kV
丰源线后横沟516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聪
聪畜牧专业合作社、大江干燥设备、永丰泡
棉制造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双力线常林塑料B1832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科恒车辆配件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河苓线河苓G1382开关前段（停
电范围：天宁区郑陆镇人民政府等郑陆等相
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荡南线中吴
大道#76环网柜：荡南陶家支112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科技经贸技工学校、三鲜美食
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等茶山、雕庄、兰
陵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中村线中吴
大道#29环网柜：万都国际陶瓷城115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万都国际陶瓷装饰城等
茶山等相关地段）；

04 月 09 日 08:20- 14:10 停 电 ：
10kV孝都线六圩南B1693开关后段、青
年路北支线3号杆后段（停电范围：新海飞
金属制品等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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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0-14:30停电：10kV德安线太雷

故居支线5#杆后段；
10kV天宁线劳动中路41号配变；
04月06日07:30-15:30停电：10kV双

力线昌盛医用材料厂支线1#杆后段（临检）；
08:00-13:30停电：10kV正大线丽华北

路#8环网柜：朝阳41幢支1150开关后段、朝
阳39幢配变1160开关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邹镇线30号
杆邹区府后路支线侧（临检）；

04月07日07:30-15:30停电：10kV庄
桥线长沟岸支线3#杆后段；

04月08日08:00-14:00停电：10kV新
市线奔牛沙塘上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裕泰线内街变
支线16号杆后段；

10kV邹南线B1785联络开关支线4号
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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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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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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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
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5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窑二线南侧17.8亩垂
丝海棠苗木（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江阴市璜土镇小湖新村23幢403室不动产
及附属设施（建筑面积为72.39㎡）

2、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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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御城3幢丙单元4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9.3㎡）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
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30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服务器、打印机、复印机、办公桌椅等办公
用品（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2）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花汇路88号、90号、
92号不动产（建筑面积分别为：97.92㎡、97.92㎡、
100.37㎡）

（3）一台履带式液压挖掘机（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4）苏D9F239雪佛兰景程轿车一辆
（5）湘EHR038宝马325Li轿车一辆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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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丹阳门中路营业房142号
（建筑面积：95.42㎡）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2021
年5月6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1）溧阳市英伦尊邸6幢3单元2301室住宅用

房（建筑面积123.51㎡）
（2）溧阳市尚景苑1幢1单元2001室住宅用房

（建筑面积135.91㎡）
（3）溧阳市尚景苑3幢904室住宅用房（建筑面

积137.2㎡）
（4）溧阳市清溪路22号106、107、108号商业

用房（建筑面积98.35㎡）
（5）溧阳市昆仑花园三区8幢3-201住宅用房

（建筑面积86.18㎡）
6、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

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5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丰田牌GTM6490HNF小型普通客车1辆
（2）奥迪牌GV7241FCVTG小型轿车1辆
（3）奥迪牌FV7148BADBG小型轿车1辆
（4）整体拍卖常州常一燃料有限公司不同煤质

的煤炭一批
（5）整体拍卖常州市南大街101号（一层17号、

二层4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280.84㎡）
（6）溧阳市和平新村二区3幢1-201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27.3㎡）
（7）溧阳市和平新村二区3幢1-101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27.3㎡）
（8）常州市通江南路98号1706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41.42㎡）
（9）整体拍卖常州市和平中路429号、431号、

433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217.61㎡）
（10）拆分拍卖常州市奥园路62-12号（建筑面

积184.17㎡）、62-13号（建筑面积184.17㎡）、62-
14号（建筑面积184.17㎡）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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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fys-
szc.gov.cn）上查询。

●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在工舍路、广仁路改造

施工期间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为提升道路通行条件，改善周边基础设施配套服务

条件，自2021年4月5日起，将对工舍路、广仁路进行改
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
定，决定在施工期间采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一、2021年4月5日至2021年8月30日，工舍路、
广仁路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

二、施工期间，机动车可通过迎宾路、兰陵路等道路
绕行。

三、请过往车辆驾驶员和行人注意交通标志提示，
提前选择绕行线路，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1日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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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诗芸遗失19060714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国际人才服务中心遗失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编号：
10901838- 10901850，声 明
作废。

△梁钰梓遗失Q320730270号出
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胡菲钰遗失I320812168号出
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周晓宇遗失81371325号江苏
增值税发票，声明作废。
△新北区三井成伟建筑材料厂遗
失常320401333193号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声明作废。
△李文轩遗失M320163211号出

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武进区湟里味正香小吃店遗失
320412000201805300045号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声明作废。
△常州康迪冷暖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常州美凯龙国际电脑家电
装饰城有限公司收款收据，编号：
ZY18082400054142，声明作废。
△常州新耀化工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福派博克高分子材料（常州）有
限公司遗失白蚁预防竣工报告，
项目名称：福派博克厂房及仓库
扩建项目，白蚁预防竣工报告编
号：3899，合同编号：20190002，
声明作废。
△杨华遗失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开具的住院发票一张，住院号：
201918154,金额：61716.94元，
声明作废。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3-4

注：原定04月06日07:30-14:30停
电：10kV德安线太雷故居支线5#杆后段
停电日期变更为04月02日；

原定04月06日07:30-14:30停电：
10kV天宁线劳动中路41号配变停电日期
变更为04月02日；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
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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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月 03 日 06:00- 19:00 停 电 ：
110kV瑞通线；

04月06日07:20-15:00停电：10kV
高德线银山路 1 号环网柜：高德线出线
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高德环保科技等
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日月线降头村A1214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裕和金属材料、西夏墅领先米厂
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浦河线全线（停电范围：三扬自
动化设备、稳健机械、常运机械等西夏墅等
相关地段）；

04月07日07:30-13:00停电：10kV
宏浩线长源电子29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格力特电子设备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丽三线丽三
17幢A114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丽华三村
部分、常州公安局天宁分局等茶山等相关地
段）；

07:30-16:00停电：10kV红梅线青龙
西路2号环网柜：飞龙东路#2柜1120开关

至飞龙东路#3环网柜：飞龙东路#2柜1110
开关（停电范围：红梅新村部分、武进区畜牧
兽医中心等荷花池、红梅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文在线东西
横街#7环网柜：文在桥支115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西横街北弄部分等荷花池等相
关地段）；

04月08日06:50-18:40停电：10kV
丰源线后横沟516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聪
聪畜牧专业合作社、大江干燥设备、永丰泡
棉制造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双力线常林塑料B1832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科恒车辆配件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河苓线河苓G1382开关前段（停
电范围：天宁区郑陆镇人民政府等郑陆等相
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荡南线中吴
大道#76环网柜：荡南陶家支112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科技经贸技工学校、三鲜美食
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等茶山、雕庄、兰
陵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中村线中吴
大道#29环网柜：万都国际陶瓷城115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万都国际陶瓷装饰城等
茶山等相关地段）；

04 月 09 日 08:20- 14:10 停 电 ：
10kV孝都线六圩南B1693开关后段、青
年路北支线3号杆后段（停电范围：新海飞
金属制品等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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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0-14:30停电：10kV德安线太雷

故居支线5#杆后段；
10kV天宁线劳动中路41号配变；
04月06日07:30-15:30停电：10kV双

力线昌盛医用材料厂支线1#杆后段（临检）；
08:00-13:30停电：10kV正大线丽华北

路#8环网柜：朝阳41幢支1150开关后段、朝
阳39幢配变1160开关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邹镇线30号
杆邹区府后路支线侧（临检）；

04月07日07:30-15:30停电：10kV庄
桥线长沟岸支线3#杆后段；

04月08日08:00-14:00停电：10kV新
市线奔牛沙塘上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裕泰线内街变
支线16号杆后段；

10kV邹南线B1785联络开关支线4号
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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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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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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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
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5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窑二线南侧17.8亩垂
丝海棠苗木（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江阴市璜土镇小湖新村23幢403室不动产
及附属设施（建筑面积为72.39㎡）

2、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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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御城3幢丙单元4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9.3㎡）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
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30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服务器、打印机、复印机、办公桌椅等办公
用品（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2）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花汇路88号、90号、
92号不动产（建筑面积分别为：97.92㎡、97.92㎡、
100.37㎡）

（3）一台履带式液压挖掘机（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4）苏D9F239雪佛兰景程轿车一辆
（5）湘EHR038宝马325Li轿车一辆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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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丹阳门中路营业房142号
（建筑面积：95.42㎡）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2021
年5月6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1）溧阳市英伦尊邸6幢3单元2301室住宅用

房（建筑面积123.51㎡）
（2）溧阳市尚景苑1幢1单元2001室住宅用房

（建筑面积135.91㎡）
（3）溧阳市尚景苑3幢904室住宅用房（建筑面

积137.2㎡）
（4）溧阳市清溪路22号106、107、108号商业

用房（建筑面积98.35㎡）
（5）溧阳市昆仑花园三区8幢3-201住宅用房

（建筑面积86.18㎡）
6、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

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5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丰田牌GTM6490HNF小型普通客车1辆
（2）奥迪牌GV7241FCVTG小型轿车1辆
（3）奥迪牌FV7148BADBG小型轿车1辆
（4）整体拍卖常州常一燃料有限公司不同煤质

的煤炭一批
（5）整体拍卖常州市南大街101号（一层17号、

二层4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280.84㎡）
（6）溧阳市和平新村二区3幢1-201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27.3㎡）
（7）溧阳市和平新村二区3幢1-101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27.3㎡）
（8）常州市通江南路98号1706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41.42㎡）
（9）整体拍卖常州市和平中路429号、431号、

433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217.61㎡）
（10）拆分拍卖常州市奥园路62-12号（建筑面

积184.17㎡）、62-13号（建筑面积184.17㎡）、62-
14号（建筑面积184.17㎡）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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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fys-
szc.gov.cn）上查询。

●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在工舍路、广仁路改造

施工期间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为提升道路通行条件，改善周边基础设施配套服务

条件，自2021年4月5日起，将对工舍路、广仁路进行改
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
定，决定在施工期间采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一、2021年4月5日至2021年8月30日，工舍路、
广仁路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

二、施工期间，机动车可通过迎宾路、兰陵路等道路
绕行。

三、请过往车辆驾驶员和行人注意交通标志提示，
提前选择绕行线路，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1日

声明作废
86603740

△潘诗芸遗失19060714号常州
工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国际人才服务中心遗失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编号：
10901838- 10901850，声 明
作废。

△梁钰梓遗失Q320730270号出
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胡菲钰遗失I320812168号出
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周晓宇遗失81371325号江苏
增值税发票，声明作废。
△新北区三井成伟建筑材料厂遗
失常320401333193号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声明作废。
△李文轩遗失M320163211号出

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武进区湟里味正香小吃店遗失
320412000201805300045号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声明作废。
△常州康迪冷暖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常州美凯龙国际电脑家电
装饰城有限公司收款收据，编号：
ZY18082400054142，声明作废。
△常州新耀化工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福派博克高分子材料（常州）有
限公司遗失白蚁预防竣工报告，
项目名称：福派博克厂房及仓库
扩建项目，白蚁预防竣工报告编
号：3899，合同编号：20190002，
声明作废。
△杨华遗失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开具的住院发票一张，住院号：
201918154,金额：61716.94元，
声明作废。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3-4

注：原定04月06日07:30-14:30停
电：10kV德安线太雷故居支线5#杆后段
停电日期变更为04月02日；

原定04月06日07:30-14:30停电：
10kV天宁线劳动中路41号配变停电日期
变更为04月02日；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
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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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月 03 日 06:00- 19:00 停 电 ：
110kV瑞通线；

04月06日07:20-15:00停电：10kV
高德线银山路 1 号环网柜：高德线出线
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高德环保科技等
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日月线降头村A1214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裕和金属材料、西夏墅领先米厂
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浦河线全线（停电范围：三扬自
动化设备、稳健机械、常运机械等西夏墅等
相关地段）；

04月07日07:30-13:00停电：10kV
宏浩线长源电子29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格力特电子设备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丽三线丽三
17幢A114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丽华三村
部分、常州公安局天宁分局等茶山等相关地
段）；

07:30-16:00停电：10kV红梅线青龙
西路2号环网柜：飞龙东路#2柜1120开关

至飞龙东路#3环网柜：飞龙东路#2柜1110
开关（停电范围：红梅新村部分、武进区畜牧
兽医中心等荷花池、红梅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文在线东西
横街#7环网柜：文在桥支115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西横街北弄部分等荷花池等相
关地段）；

04月08日06:50-18:40停电：10kV
丰源线后横沟516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聪
聪畜牧专业合作社、大江干燥设备、永丰泡
棉制造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双力线常林塑料B1832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科恒车辆配件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河苓线河苓G1382开关前段（停
电范围：天宁区郑陆镇人民政府等郑陆等相
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荡南线中吴
大道#76环网柜：荡南陶家支112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科技经贸技工学校、三鲜美食
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等茶山、雕庄、兰
陵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中村线中吴
大道#29环网柜：万都国际陶瓷城115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万都国际陶瓷装饰城等
茶山等相关地段）；

04 月 09 日 08:20- 14:10 停 电 ：
10kV孝都线六圩南B1693开关后段、青
年路北支线3号杆后段（停电范围：新海飞
金属制品等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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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0-14:30停电：10kV德安线太雷

故居支线5#杆后段；
10kV天宁线劳动中路41号配变；
04月06日07:30-15:30停电：10kV双

力线昌盛医用材料厂支线1#杆后段（临检）；
08:00-13:30停电：10kV正大线丽华北

路#8环网柜：朝阳41幢支1150开关后段、朝
阳39幢配变1160开关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邹镇线30号
杆邹区府后路支线侧（临检）；

04月07日07:30-15:30停电：10kV庄
桥线长沟岸支线3#杆后段；

04月08日08:00-14:00停电：10kV新
市线奔牛沙塘上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裕泰线内街变
支线16号杆后段；

10kV邹南线B1785联络开关支线4号
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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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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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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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
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5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窑二线南侧17.8亩垂
丝海棠苗木（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江阴市璜土镇小湖新村23幢403室不动产
及附属设施（建筑面积为72.39㎡）

2、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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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御城3幢丙单元4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9.3㎡）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
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4月30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服务器、打印机、复印机、办公桌椅等办公
用品（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2）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花汇路88号、90号、
92号不动产（建筑面积分别为：97.92㎡、97.92㎡、
100.37㎡）

（3）一台履带式液压挖掘机（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4）苏D9F239雪佛兰景程轿车一辆
（5）湘EHR038宝马325Li轿车一辆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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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丹阳门中路营业房142号
（建筑面积：95.42㎡）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2021
年5月6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1）溧阳市英伦尊邸6幢3单元2301室住宅用

房（建筑面积123.51㎡）
（2）溧阳市尚景苑1幢1单元2001室住宅用房

（建筑面积135.91㎡）
（3）溧阳市尚景苑3幢904室住宅用房（建筑面

积137.2㎡）
（4）溧阳市清溪路22号106、107、108号商业

用房（建筑面积98.35㎡）
（5）溧阳市昆仑花园三区8幢3-201住宅用房

（建筑面积86.18㎡）
6、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

于2021年4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5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丰田牌GTM6490HNF小型普通客车1辆
（2）奥迪牌GV7241FCVTG小型轿车1辆
（3）奥迪牌FV7148BADBG小型轿车1辆
（4）整体拍卖常州常一燃料有限公司不同煤质

的煤炭一批
（5）整体拍卖常州市南大街101号（一层17号、

二层4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280.84㎡）
（6）溧阳市和平新村二区3幢1-201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27.3㎡）
（7）溧阳市和平新村二区3幢1-101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27.3㎡）
（8）常州市通江南路98号1706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41.42㎡）
（9）整体拍卖常州市和平中路429号、431号、

433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217.61㎡）
（10）拆分拍卖常州市奥园路62-12号（建筑面

积184.17㎡）、62-13号（建筑面积184.17㎡）、62-
14号（建筑面积184.17㎡）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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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fys-
szc.gov.cn）上查询。

●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在工舍路、广仁路改造

施工期间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为提升道路通行条件，改善周边基础设施配套服务

条件，自2021年4月5日起，将对工舍路、广仁路进行改
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
定，决定在施工期间采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一、2021年4月5日至2021年8月30日，工舍路、
广仁路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

二、施工期间，机动车可通过迎宾路、兰陵路等道路
绕行。

三、请过往车辆驾驶员和行人注意交通标志提示，
提前选择绕行线路，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1日

3 月 31 日 0 时 起 ，500 米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FAST）向全球天文学家征集观测申请。所有国外申请
项目统一参加评审，评审结果将于 7 月 20 日公布，观测

时间将从 8 月开始。“中国天眼”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
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接收到100多亿光年以
外的电磁信号。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在连续九次上涨后，汽油、柴
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国家发展改革委 3 月 31 日称，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
成机制，自3月31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
降低225元和220元，折合每升价格下调近2角。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
油三大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
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
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
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下
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由于海外疫
情防控形势再度严峻，市场此前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乐观预
期有所降温，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止步“九连涨”

汽柴油价格年内首次下调

新华社昆明 3 月 31 日电 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3月31日发布通告，3月31日8时起，全面开
展市区全员新冠肺炎疫情核酸检测，检测费用由政府承担。

通告指出，市区所有居民进行居家隔离，时间暂定一
周，居家隔离期间，除超市、药店、农贸市场外，其他经营场
所一律停业；居家隔离期间，每户居民凭网格负责人开具的
出行证明，可安排 1 名人员外出采购生活物品；单位家属
区、商品房小区等有集中管理的居住区，由小区门卫做好登
记，体温检测、扫码出入；运送医疗物资设备、生活用品、农
副产品等需要进入瑞丽的货物车辆，由入城卡点进行检查、
测温后，凭行程码或云南健康码绿码放行；3月14日0时后
离开瑞丽的人员要主动向当地社区报告并做核酸检测。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3 月 31 日通报，3 月 30 日 0 时
至 24 时，云南省新增确诊病例 6 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3
例，均在瑞丽市。

云南瑞丽市区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新华社南京 3 月 31 日电 记者 3 月 31 日从江苏省商务厅获
悉，《江苏省预付卡管理办法》将于 4月 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预付
卡消费要设置 15 天“冷静期”，消费者有权自付款之日起 15 日内
无理由要求退款，旨在破解预付卡管理难题。

管理办法明确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利义务。其中，经营者
发行预付卡，消费者有权自付款之日起 15 日内无理由要求退款，
经营者可以扣除其为提供商品或服务已经产生的合理费用。也就
是说，消费者付款办理预付卡后，有 15 天“冷静期”，如果 15 天内
反悔，可要求商家无理由退款。

新规还要求经营者在发行预付卡时进行风险提示、公示并提供章
程、明确约定商品和服务条款、履行告知义务、建立预付卡消费争议处理
机制、不得虚假宣传等。

管理办法还规定，对依法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被执行人等
经营者，禁止发行预付卡。经营者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不得强制交易，不得无偿占用预收资金余额等。对超限额发卡、
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消费者退款或赔偿损失要求、侵犯消费者隐私
和个人信息、欺诈等违法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处理。对经
营者未如实报送预付卡有关信息等行为，依法计入信用记录。

江苏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该省将建设省市县三级
应用的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服务平台，实现预付卡管理规范化、服务
智能化。

江苏出台新规：

预付卡消费
设置15天“冷静期”

新华社华盛顿3月30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3 月 30 日表示，全球各经济体复苏速度
不均衡，中国和美国正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两大引擎。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参加美国外交学会在线研讨会时表
示，得益于额外的政策支持和发达经济体广泛接种新冠疫
苗，全球经济复苏基础更加坚实。但各经济体内部和地区
之间的复苏前景正呈现“危险的分化”。当前重要的是确保
脆弱经济体拥有公平的疫苗接种机会，使经济复苏更具包
容性和可持续性。

格奥尔基耶娃指出，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
引擎作用越趋明显。根据 IMF 的预测，到 2021 年年底，中
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远超疫情前水平，而全球能实现该
目标的经济体屈指可数。

展望未来，格奥尔基耶娃认为，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极
高的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新冠疫情的发展情况，包括疫苗
接种进度和新冠病毒变异情况。同时，新兴经济体、低收入
和脆弱经济体财政政策空间进一步收窄，获取疫苗的渠道
更少，或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制约因素。

格奥尔基耶娃建议，各经济体应出台更强劲的政策帮助
经济均衡复苏，包括集中精力摆脱疫情危机、积极开展跨境合
作。同时，应继续支持劳动力市场复苏、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
持、为脆弱经济体提供更多帮助，以及加大在基础设施、教育
和健康等方面的投资，使经济更绿色、更智慧和更具包容性。

IMF总裁：
中美将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新华社内罗毕 3 月 31 日电 摩加迪沙消息：索马
里地方政府官员3月31日证实，政府军30日在索马里
中部希兰地区马哈斯镇的行动中，打死至少 6 名极端
组织“青年党”武装分子。

马哈斯镇镇长穆明·穆罕默德·哈兰告诉摩加
迪沙广播电台，有情报显示“青年党”武装分子潜
入该镇，胁迫当地居民缴纳税费，政府军当天随即
采取行动。“尽管武装分子试图抵抗，但最终还是
被驱逐出镇。行动中，政府军打死 6 名武装分子。”

据当地媒体报道，政府军最近在索马里中部和南
部地区对“青年党”发动持续攻势，这一极端组织目前
仍然控制着这些地区的农村区域，并不断发动伏击和
路边炸弹袭击。

索马里“青年党”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
织，近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多次发动恐怖袭击。

索马里政府军打死
6名“青年党”武装分子

“中国天眼”3月31日正式对全球开放

新华社东京 3 月 31 日电 日立制作所 3 月 31 日宣布，
将收购美国硅谷科技企业 GlobalLogic，收购金额约为 96
亿美元。

日立发布的公告显示，对 GlobalLogic 的收购预计于
7月底之前完成，其后该企业将变成日立全资子公司。

日立表示，GlobalLogic是一家创新型科技服务企业，
在全球 14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2 万名员工，主要面向企
业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在金融、通信、汽车制造、医疗保健
等领域拥有广泛客户基础，盈利前景看好。

公告说，日立将借此次收购加速战略调整，聚焦以物联
网为中心的信息技术服务领域，充分利用此次机会拓宽海
外业务领域，实现从传统制造商向技术服务商的转型。

日立近百亿美元
收购美科技企业

新冠病毒的源头可能在哪里？实验室
泄漏的可能性是否排除？后续应如何开展
溯源工作？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
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 3 月 31 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继此前世卫组织发布报告后，进一
步介绍溯源联合研究的关键信息，权威回应
公众关切。

得出哪些结论？新冠病毒
“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

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
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传人、经中间宿主传
人、实验室传人等四种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
行了科学评估。

中方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教授梁万年
在发布会上说，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
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
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比较可能”到“非常可
能”的途径；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
为一种“可能”的途径；通过实验室事故引入
被视为“极不可能”的途径。

此外，根据溯源研究，蝙蝠、穿山甲或鼬
科、猫科动物及其他物种都可能是新冠病毒
潜在的自然宿主。

梁万年说，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了与

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冠状
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使其成为新冠病毒
的直接祖先；水貂和猫等动物对新冠病毒高
度易感。

不过，中方专家组介绍，对华南海鲜市
场的动物制品大规模检测未发现阳性。

没有找到源头？“早报告的
地方，不一定病毒最早出现”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
经过近 2 个月的共同努力，联合专家组就此
次联合溯源工作的研究方法、主要发现、科
学假说及下一步建议的主要共识达成了一
致意见。

“早报告的地方，不一定是病毒最早出
现的地方。”梁万年说，中国是第一个和世卫
组织联合开展溯源研究的国家。纵观传染
病历史，要想真正找到新发传染病的源头，
并被全世界公认，要花很长时间。

联合专家组分子流行病与生物信息学
组中方组长、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副所长杨运桂介绍，病毒溯源过程中，联合
专家组达成一致，在全球框架下提出建议，
要建立一个整合全球所有新冠病毒基因组
的整合数据库。通过文献梳理，专家组也认
同，存在比武汉更早的国外序列样本，提出

要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跟踪早期的病例样本。

数据是否完整？“中国没
给原始数据的提法不成立”

梁万年表示，联合专家组秉持“四个共
同”的原则，即共同制定工作计划、共同开展
科学研究、共同撰写研究报告、共同发布研
究结果，中方专家掌握的信息和外方专家掌
握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说我们不分享的这个假设和提法，是
不成立的。”梁万年说，有些数据，比如涉及
病人隐私等，按照中国法律，不能带走、不能
拍照，但中外专家都是在一起做分析。

此外，梁万年表示，数据完整性应当有
边界。“永远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的数据都收
集到了。”梁万年说，整个结论是基于我们目
前已掌握的数据，加上科学家们的科学知识
和经验，推理形成的结论。科学在进步，人
们对病毒的认识在进步，只能在掌握信息中
做出判断、进行推理。

报告为何费时？“经得起历史考验”
梁万年介绍，联合专家组自今年 2 月 9

日在武汉公布框架性共识以来，又认真核实
梳理了每一句话、每一个结论、每一个数据，
反复磨合，旨在更科学、更完善地发布结果。

“写这个报告，拿出了绣花的功夫。只
有中外双方联合专家组共同认可报告才能
发布，并没有预设时间。”梁万年说，“这份报
告经得起历史考验。”

梁万年表示，希望未来在世卫组织的领
导下，全球科学家能团结协作，继续以科学
的方式来开展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

下一步研究什么？中方
专家组提出四项建议

梁万年说，中国是首个病例报告国，所
以在中国率先开展全球溯源。但溯源工作
是持续性工作，在中国溯源结果的基础上，
应进一步在全球广泛开展溯源。

对于病毒溯源，中方专家组提出四项建议：
一是要扩大全球统一的数据库，包括分

子、基因序列、临床、流行病学、动物监测以
及环境监测的相关数据；

二是要在全球更广阔的范围内继续地
去发现可能的早期病例；

三是关于动物宿主，全球科学家都要共
同努力，在多国多地共同开展相关研究，更
多元地寻找可能成为病毒宿主的动物物种；

四是要进一步地了解冷链以及冷冻食
品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中方专家权威回应溯源联合研究五大关切

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