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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86603740

△天宁区雕庄双禾建材经营部

遗失92320402MA1ＴHQY80

Ｅ税务登记证，声明作废。

△李贝、李俊杰遗失运河天地房

产 收 据 ，编 号 ：0211609、

7219770，声明作废。

△天宁区兰陵迷途茶吧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32040200020180808005、32

0402000201808080006，声明

作废。

△丁燕清遗失第三职业高级中

学 中 专 毕 业 证 ，编 号 ：

040040126，声明作废。

△张帆遗失保险经纪从业人

员执业证书，编号：26094432

000080162020001317，声明

作废。

△武进高新区小刘艺术品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编号：

320483000201504150323、

320483000201504150326，声

明作废。

△天宁区天宁敏缘玉器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20402MA1Q5FE77

5，声明作废。

△天宁区茶山杰伟早餐店遗失

JY23204020087363号食品经

营许可证，声明作废。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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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

标的：其中不动产于2021年5月10
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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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DWG832 比 亚 迪

QCJ7152A3小型汽车一辆
（2）武进区淹城南路东侧龙资

路北侧土地使用权【权证号：武国
用（2015）第11313号】及部分构筑
物，土地面积233338.7㎡

2、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
卖标的：其中动产于2021年4月27
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不动产于2021年5月12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
开竞价：

(1)解放牌轻型栏板货车1辆
（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330000股股权（详情请
参见淘宝页面）

3、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其中动产于2021年4月23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
动产于2021年5月10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1）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3785、3801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
1042㎡）

（2）溧阳市盛世华城38幢1-
502室住宅用房含阁楼（建筑面积
131.7㎡）

（3）溧阳市罗湾路241号、243
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232.56㎡）

（4）车辆识别代码为LSGUA
84W3GE043051 别克牌商务车
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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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公 告
惠庆东（申请编号：DT090051），男，1968年4月1日

出生，去世前户籍为天宁区北环新村15幢乙单元502室，
政府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单人申请家庭）。2011年1
月入住华康家园3幢甲单元302室房屋，2020年8月14日
去世。

周洪德（申请编号：DT090058），男，1954年11月11
日出生，去世前户籍为天宁区牌楼路46-7号，政府公共租
赁住房保障对象（单人申请家庭）。2011年1月入住华康
家园1幢乙单元201室房屋。2020年11月13日去世。

请上述保障对象、继承人或直系亲属于2021年6月7
日前持有效证件与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联系，办理房屋腾
退及屋内财物处置事宜。逾期未来办理，则视为放弃屋内
物品所有权，我方将对该房屋及其屋内财物进行处理。

联系人：诸女士 电话：0519-86807862
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
2021年4月8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 年）营字第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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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3:00 停电：10kV沿江线沿江路北C1887 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中国电信股份等魏村等相关地段）（临检）；

04 月 12 日 07:30-14:30 停电：10kV 德胜线德胜仪器
757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常恒露斯电器、新北区水利工程建
设管理所、皓仁电器等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10kV青宾线全线（停电范围：富都青枫苑宾馆等五星等
相关地段）；

04月 13日 07:30-14:00 停电：10kV武院线永宁路#1环
网柜：县北 19 幢支 1150 开关后段、永宁路#2 环网柜：县北 8
幢支 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县北新村部分、卫星实业、武
进现代农机等青龙、天宁等相关地段）；

04 月 14 日 07:30-13:00 停电：10kV 阳澄线恒丰塑业
790 开关至伏特B1297 开关（停电范围：凯宇通信设备、志伟
工具、新西华亚工具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7:30-14:30 停电：10kV商厦线延陵西路#7环网柜：杨
柳巷 1 号柜 1120 开关至延陵西路#5 环网柜：杨柳巷 1 号柜
1110 开关、延陵西路#7 环网柜：江南心文化 1140 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轨道交通发展、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等荷花池、南
大街等相关地段）；

07:30-16:30 停电：10kV塘河线新堂路#3环网柜：塘河
线出线 1120 开关至青竹苑#1中间变电所：塘河线 1110 开关
至青竹苑#4中间变电所：塘河线 1210 开关（停电范围：青龙
街道办事处、万帮星星充电科技、龙锦小学等青龙、红梅等相
关地段）；

07:50-13:10 停电：10kV 邹家线茶花路 1P 支线 8 号杆
后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钟楼经济开发区北新投资
建设等怀德、北港等相关地段）；

04月 15 日 07:30-15:00 停电：10kV小镇线香溢俊园#1
中 01 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轨道交通发展、红梅东风村委工
业、对外贸易等朝阳、红梅、天宁等相关地段）；

04月 16日 07:30-12:30停电：10kV闸东线吕家塘 117
开关至 10kV 龙江路#13 环网柜：闸东线 1110 开关（停电范

围：俊伟模塑制造、常方经贸、恒昌实业等新闸等相关地
段）；

07:30-14:30 停电：10kV 新孟线小河变至孟河镇政府
南A1911 开关至富民景园 10号中 01 开关至富民景园#7中
间变电所：新孟线 1110开关（停电范围：孟河镇人民政府、黑
牡丹置业、公共交通集团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4 月 09 日 08:00-15:00 停电：10kV 夏北线三星北站支

线35#杆用户侧（临检）；
04 月 12 日 08:00-15:00 停电：10kV 灯丰线 7 号杆支

线侧；
04 月 15 日 08:00-17:00 停电：10kV 铁北线永宁路支线

8号杆后段；
04 月 16 日 07:30-10:30 停电：10kV 安基线邹区安基

东蔡配变；
08:00-13:00停电：10kV灯北线邹区前王后梅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汤新线4号杆支线侧；
13:00-15:00停电：10kV安基线邹区安基东东蔡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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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国网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常州市河海中学新建项目1#综合楼、2#
综合楼、食堂、体育馆装饰装修工程项目已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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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4月8日至5月7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
国家高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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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新建五星长者公寓项目室内装修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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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8日至5月7日），如有异议，
请向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市场科（工程
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6021526。

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太湖东路南侧、惠民路西侧地块装饰工
程施工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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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8日至 5月 7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国家高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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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诉讼与非诉讼对
接中心改造装饰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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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8日至5
月7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建设工程管
理中心市场科（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
映，联系电话：0519-86021526。

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常州致谐新能源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4月2日股
东会决议，常州致谐新能源
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万元减至127万元，现予
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

常州致谐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启 事
现有一批 42 度郎牌特曲

T3、T6（精英版）欲一次性处理。
有意者请联系：
13961192177
姜先生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晋陵中路517号办公楼装修改造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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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8日至5月7日），如有异议，
请向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市场科（工程
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6021526。

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减资公告
常州成誉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金由人民币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

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常州成誉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4月7日

减资公告
常州道成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金由人民币6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

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常州道成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4月7日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青龙苑南区东北商铺一至三层办公区域
精装修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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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8日至 5月 7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
心市场科（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
联系电话：0519-86021526。

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常州市计量测试技术研

究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人自2021年4月8日起10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

公告。

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

2021年4月8日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新北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新北支行项目装修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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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8日
至5月7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国家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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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4月7日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去年我们多次沟通，为中
德、中欧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中德、中欧加强合作，能够办成有意义的大
事。希望德方、欧方同中方一道作出积极
努力，维护和推动中德、中欧合作健康稳定
发展，为这个多变的世界增添更多确定性
和稳定性。

习近平指出，中德务实合作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及其他因素干扰，稳中有
进，中国连续 5 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
伙伴，体现了中德合作的韧性和潜力。希

望双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精神，统
筹推进中德各领域合作，这有助于为中欧
合作和重振世界经济增添信心和动力。
中国正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依靠自
身力量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
与国际分工合作。中方愿同包括德国企
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新一轮开放
发展带来的机遇。希望德方保持开放，为
两国企业扩大互利合作创造更多便利。
双方应以明年中德建交 50 周年和北京冬
奥会为契机，推进科技、教育、文化、体育
等领域交流。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关系面临新的

发展契机，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关键是要从
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
基调，相互尊重，排除干扰。中国发展对欧盟
是机遇，希望欧盟独立作出正确判断，真正实
现战略自主。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努力，协商
办好下阶段一系列重要政治议程，深化和拓
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
问题上加强沟通，共同践行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疫苗是用来防病救人的，
中方反对将疫苗政治化或搞“疫苗民族主
义”，愿同德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促进
疫苗公平合理分配，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
中国家获取疫苗，为人类共同早日战胜疫

情作出贡献。
默克尔表示，欧方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

自主。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更加
需要德中、欧中合作应对。欧中加强对话合
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对世界有利，德方
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德方重视中国“十四
五”规划，期待这将为德中、欧中合作带来新
的重要机遇。德方愿同中方一道筹备好新一
轮德中政府磋商，尽快恢复人员往来，加强抗
疫、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交流合作，
希望就疫苗公平分配、相互认证等问题同中
方保持沟通。德方愿为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
取得成功作出贡献。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6 日敦促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尽快推进接纳乌克兰的进程，称这是解决乌克兰东部
地区冲突的“唯一途径”。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当天警告，上述
做法只会加剧乌东部冲突。

乌克兰急入盟

泽连斯基6日与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通电话，
就乌东部局势升温、俄方在俄乌边境地区集结军队表达担忧。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推特留言，强调现在是北约推进接
纳乌克兰进程的时候，乌克兰政府将致力于防务改革，希望北
约今年把乌克兰纳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

泽连斯基认为：“北约是结束（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冲
突的唯一办法。乌克兰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将向俄罗
斯释放切实信号。”

2014 年 4 月，顿巴斯地区爆发乌政府军和民间武装间的
大规模冲突。经国际社会斡旋，乌克兰东部冲突双方分别于
2014 年 9 月和 2015 年 2 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停火
协议，此后大规模武装冲突得到控制，小规模交火时有发生。
去年7月，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乌克兰、俄罗斯、欧洲安
全与合作组织）与顿巴斯地区民间武装代表举行视频会议，各
方就在顿巴斯地区全面停火达成一致。

俄罗斯发警告

今年 2 月底以来，乌东部地区交火事件和人员伤亡有
所增多。乌政府军和东部民间武装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
火协议。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6 日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只会
加剧乌克兰内部问题。“我们非常怀疑这种方式会有助于乌克
兰解决国内问题⋯⋯在我们看来，这只会使局势恶化。”

他说，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将无法接受加入北约的前景。
俄罗斯曾经多次声明本国并非乌克兰国内冲突的一方。

佩斯科夫5日告诉媒体记者，俄罗斯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但“一向非常注重本国安全”。俄军按自身需要确定在俄境内
移动的方式和地点。

美国劝“走流程”

泽连斯基近期在与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通话时同样提
及加入北约的意向。

美国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6日说，乌克兰多年来寻求加
入北约，美乌两国政府一直在讨论这一议题。是否接纳乌克
兰由北约决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同一天说，乌克兰加入北
约必须先完成改革。

北约 2018 年把乌克兰列入“申请国”名单。乌克兰最高
拉达（议会）2019 年 2 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乌克兰加入北约
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

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将被视为北
约候选国；在满足北约所列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要求后，
乌克兰还需要等待北约正式邀请以及各成员国批准。加入北
约的整个程序非常复杂，往往耗时数年。 新华社专特稿

俄罗斯警告称只会使局势恶化

乌克兰盼入北约结束东部冲突

英国牛津大学 6 日说，已经暂停在英
国开展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接种阿斯利康新
冠疫苗的临床试验，等待医药监管机构进
一步指导这种疫苗的接种。

欧洲药品管理局个别官员认为，接种
者出现血栓与阿斯利康疫苗存在关联，但
暂时不清楚导致血栓的原因。这一监管机
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将更新阿斯利康疫
苗的使用建议。

牛津大学 6 日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已
经暂停在英国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接种阿斯
利康疫苗的小规模临床试验。

英国卫生监管部门 2 日说，英国 30 名
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者出现血栓，其中 7 人
死亡。欧盟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
威已有 920 万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44 人
出现静脉窦血栓。

两名欧洲药管局官员告诉媒体记者，
他们认为阿斯利康疫苗与接种者出现血栓
有关联。

世卫组织先前认定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益处远大于风险，目前正与多国监管机构
一道研究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者出现血栓的
数据。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少儿临床试验暂停

阿斯利康疫苗关联血栓？

英国一项主要针对美国患者的最新研
究显示，大约三分之一新冠患者在康复后
6个月以内确诊神经或精神疾病。

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 23.6 万名新冠
患者的医疗记录，发现 34％的新冠患者在
康复后 6 个月内确诊罹患神经或精神疾
病。这些患者绝大多数来自美国。

这项研究结果刊发在最新一期英国
《柳叶刀·精神病学》杂志。研究人员发现，

新冠康复者最为常见的病症为焦虑和情绪
障碍，17％有焦虑症状，14％有情绪障碍，
但研究人员暂时无法确认这些病症与感染
新冠病毒是否有关联。

主导这项研究的英国牛津大学精神病
学家马克斯·塔凯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相比患流感或其他呼吸道感染，感染新
冠病毒以后出现脑部疾病和精神紊乱的情
况更普遍。”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针对美国患者最新研究显示

三分之一康复者患神经或精神疾病

沙特阿拉伯媒体阿拉伯电视台报道，
一艘据信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货船
6日在红海发生爆炸，船体受损。

报道说，这艘伊朗货船在东非国家厄
立特里亚附近海域爆炸。以色列人员在伊

朗货船上安装了简易爆炸装置。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

言人哈提卜扎德7日证实，伊朗“友谊”号货
轮6日在红海海域吉布提海岸附近发生爆
炸，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新华社微特稿

伊朗一货船在红海爆炸

4月6日，嗅探犬在意大利罗马生物医学大学附属医院的免下车新冠检测点内和训练
员一起训练。近日，意大利罗马生物医学大学附属医院开始对嗅探犬进行探测新冠病毒
的训练。 新华社发

意大利训练嗅探犬探测新冠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