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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开户单位：
您单位在我行开立的单位结算账户，已超过1

年以上未发生结算业务，3月份我行已统一寄送通
知函。因贵单位原地址无法送达，故进行公告，请
贵单位收悉后于2021年 4月25日前至我行对应网
点办理撤销账户手续。逾期后我行将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规定，视同自愿
撤销账户。

未送达通知函单位清单：
常州市祥荣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常州市亿久物

资有限公司、常州松伦贸易有限公司、常州派都贸
易有限公司、常州市磊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常州
市惠刚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江苏百傲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翎轩荣建筑劳务常州有限公司、河北旸
昕车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常州九环商
贸有限公司、常州天创钢材有限公司、常州帝欧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常州双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常

州寰荣贸易有限公司、常州雷霆装饰有限公司、常
州祥灏纺织品有限公司、常州市前进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常州乾茂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常州市立航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常州优美留学咨询有限公司、常
州海斯金凯贸易有限公司、溧阳俊达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上海艺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溧
阳市溧城稻道禾羊肉火锅店、常州市金运来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

如有疑问，请及时与我行各开户网点联系，谢
谢合作。

联系电话：
常州分行营业部0519-88178972
常州武进支行0519-81682318
常州新北支行0519-88065977
常州溧阳支行0519-80956078
常州金坛支行0519-8268982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常州分行
2021年4月15日

浦发银行关于开展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长期不动户清理的公告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新北区
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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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其中动产于2021
年5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
不动产于2021年5月1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皖BDE818丰田牌GTM7200GB小型汽

车一辆
2、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城关镇台州府路140

号4单元4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2.52㎡）
(2)常州市新北区绿都万和城七区11幢乙单元

5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5.54㎡）
(3)常州市天宁区劳动西路21号1幢1113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58.62㎡）
(4)常州市天宁区银河湾星苑8幢甲单元

18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为126.38㎡)

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城市花园10区6幢甲

单元27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80.38㎡）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不动产于2021年5月10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伸除外）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金坛区幸福新村40号不动产（含

室内装潢）（建筑面积：155.69㎡）
②常州市金坛区华城嘉园1幢乙单元203

室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143.45㎡）
③常州市金坛区上庄路4-202室不动产

（含室内不可分割装潢）（建筑面积：87.33㎡）
④常州市金坛区吾悦广场6幢乙单元2802

室不动产（含室内不可分割装潢）（建筑面积：
89.2㎡）

（2）不动产于2021年5月13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新北区藻江花园13幢丙单元502室
不动产及其装修等附属设施（建筑面积：137.35㎡）

②常州市新北区黄山路558号-35号、36号不
动产及其装修等附属设施（建筑面积：288.34㎡）

③常州市天宁区青洋北路99号11号楼102号、
121号、122号不动产及其装修等附属设施（建筑面
积49.64+47.86+49.64=147.14㎡）

④常州市金坛区东园新村508室不动产（建筑
面积：129.52㎡）

⑤常州市金坛区圣东福地花苑2幢甲单元11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57.95+127.37=185.32㎡）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2021
年5月17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
开竞价：

（1）溧阳市博爱新村14幢1-401室住宅用房
（建筑面积1042㎡）

（2）溧阳市阳光城市北香园16幢1-901住宅
用房（建筑面积141.26㎡）

（3）溧阳市别桥镇镇中街42号房产及附属设
施（建筑面积9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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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fysszc.gov.cn）上查询。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声明作废
86603740

△李娟芳遗失专业技术资格

证，级别:中学一级教师，取

得时间:2010年09月，声明

作废。

△阮志伟遗失专业技术资格

证，级别：中学一级；取得时

间：2009年9月，声明作废。

△周文亚遗失00463389号

残疾军人证，声明作废。

△夏恒遗失Q320999221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王小东遗失2020年9月

30日签发的3213241988

12023638号身份证，声明

作废。

△王小东遗失2013年11月

13日签发的3213241988

12023638号身份证，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常州市天宁区法治宣传与犯罪心理研究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1320402MJ6560729F）经理事会会议决
议注销并清算，现由孔匡建、孔幼桁等人组成清算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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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钟楼区西直街88号B座409室
联系人：孔匡建，电话：15295177653

常州市天宁区法治宣传与犯罪心理研究会
2021年4月13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新海植

绒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建筑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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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5日至2021年
5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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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江 苏 信 悦 典 当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为

9132040030196425XR，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注册资本人民币肆
仟万元整减至人民币叁仟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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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咨询电话：0519-88807988
18115806686

江苏信悦典当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3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5-4

注：原定04月15日08:00-17:00停
电：10kV铁北线永宁路支线6号杆后段停
电时间更改为04月15日08:00-14:00；
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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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19日07:45-13:45停电：20kV
特雷线凤凰湖#5中间变电所：湖畔置业一
2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雅居乐雅生活服
务股份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8:30-11:30停电：10kV焦镇线舜西

路支线2号杆后段（停电范围：焦溪村委会
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4月20日07:30-11:30停电：10kV
丹学线陈巷村528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元
利齿轮股份、志兴木器、展傲精密机械等奔
牛、新闸等相关地段）；

07:30-13:00停电：10kV坛园线健身
路#5环网柜：坛园线出线1120开关后段、
飞龙东路#24环网柜：天马宿舍支113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青山路部分、大圩沟部
分、北郊小学等天宁、红梅、怀德、西新桥等
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大观线关河路
#4环网柜：硝皮尖#7楼箱114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硝皮尖部分等荷花池等相关地段）；

07:30-16:30停电：10kV莱尼线全线
（停电范围：全胜光电缆、康辉医疗器械、常
发制冷科技等河海、三井、春江等相关地
段）；

07:45-13:45停电：20kV凤凰一线凤
凰湖#5中间变电所：湖畔置业一226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等

薛家等相关地段）；
04月21日07:30-13:30停电：10kV

富园线富民花园A1823开关至富民景园#7
中间变电所：富园线1210开关（停电范围：
富民花园二区部分、孟河镇人民政府、黑牡
丹置业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04月22日07:00-13:00停电：10kV魏
宇线新华路#1环网柜：魏宇线出线113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西玛特电器、常恒露斯电器、
金航电器科技等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和平线一中
北路1号环网柜：市一中115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第一中学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4 月 23 日 07:30- 13:30 停 电 ：
10kV同仁线索具厂522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汤庄桥小学等罗溪、汤庄等相关地段）；

07:30-14:00停电：10kV君德线清
水沟528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魏村村委
会、迎龙村委会等魏村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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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15:00停电：10kV石埝线郑陆
石埝红旗大队配变（临检）；

10kV文杰线郑陆横沟金属拉管配变
（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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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17日22:00-04月 18日0:00
停电：10kV官保线10#杆后段（临检）；

04月19日07:30-09:30停电：10kV
殷村线邹区泰村于家都家村配变；

07:30-16:30停电：10kV新孟线富民
景园#7 中间变电所：富民景园#8 变 I 段
1130开关后段、黑牡丹置业箱变1160开关
后段、富民景园#7中间变电所：富民景园#9
变I段1140开关后段；

07:45-14:30停电：10kV凯纳线3号
杆广新袜厂支线侧；

10:00-13:00停电：10kV殷村线南闸

配变支线14号杆后段；
04月20日07:45-14:30停电：10kV九

南线祁家谢贺支线17号祁家顾家塘支线侧；
08:00-13:00停电：10kV钢扣线邹区

龙潭长阳村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九西线祁家

西河支线1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临检）；
04月21日08:00-13:00停电：10kV

达立线7号杆陈渡路南支线侧；
08:00-16:00停电：10kV钢扣线邹区

龙潭邵家村配变；
10kV后巷线邹区严家桥配变；
04月22日08:00-12:00停电：10kV

天新一线北港董家塘南配变；
10kV华府线新庄陈家配变；
08:30-13:30停电：10kV柳墅线白莲

浜支线13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04 月 23 日 07:30- 16:30 停 电 ：

10kV富园线富民景园#7中间变电所：富
民景园#8变II段1230开关后段、富民景园
#7中间变电所：富民景园#9变 II段1240
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汤镇线腾
龙路支线3号杆滑轮厂支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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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推进“互联网+健身”新模式，提高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智能化、信息化、数字
化有关要求，4月14日，“常享动”智
慧体育管理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依托

“我的常州”APP，由常州市体育局、常
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州
市晋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发。

“常享动”智慧体育管理平台支持
线上场馆预订、体育消费券领用、体育
赛事报名、健身地图导览、体育资讯获
取等功能。建设该平台，有利于整合
全市各类体育相关资源，实现体育公
共信息在线化、管理工作信息化、数据
分析可视化，有助于引导和方便市民
线上选择相应场馆，高效合理地使用
健身资源，推动常州市创建国家全民
运动健身模范市和建设国家体育消费
试点城市。目前，常州市体育场馆管
理中心奥体中心馆、常州市体育场馆
管理中心中天钢铁馆、常州奥体天宁
全民健身中心等12家场馆均已被纳
入“常享动”智慧体育管理平台，实现
了市民场馆预订“一次也不用跑”、市
域范围内“健身一码通”，城市“智慧体
育”服务生态圈初具雏形。

近年来，我市体育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省有关部署要求，积极探索智
慧体育发展的可行路径，加快公共体育
服务信息化进程。推动智慧化体育设施
建设，新建青枫公园和紫荆公园2条智
慧步道，建成40个二代智慧健身路径示
范点；开通“常享动”智慧体育服务APP
社会版、高校版、青少版，为市民提供体
育场馆在线查询、预订、支付和评价等便
捷服务；以奥体中心游泳馆为试点，进行
智能体育场馆改造，为用户提供从更衣、
健身、购物到结算等环节的无缝自助服
务；在全省率先构建“社区体育公园综合
管理服务平台”，天宁区青龙、红梅等街

道的10个社区体育公园实现智慧管理
全覆盖，远程对公园运行、运营维护情况
实施集中管理；推动线上健身赛事活动，
举办常州线上亲子运动会，“运动龙城大
联赛”中部分项目采取“线上+线下”的
形式，有效满足了市民高涨的健身需求。

当天，伴随着“常享动”智慧体育管
理平台上线，常州第一轮200万元体育
消费券面向全城派送。市民打开平台，
进入领券页面即可领取。本次发放的第
一轮体育消费券分4种类型：“满10元
减10元、满20元减20元”的零票专用
券，共计4.5万张，单用户各限领5张；

“满500减100元、满1000减300元”的
健身卡（储值卡除外）专用券，共计9000
张，单用户各限领1张。四种消费券均
可转赠他人使用，单笔消费限用1张，自
领取之日起15日内使用有效。符合条
件的特殊群体，可享双重优惠，需在线下
场馆办理。

为激发体育消费活力，2021年，我
市将面向广大市民发放800万元体育消
费券。体育消费券发放将分批次进行，
适用于纳入“常享动”智慧体育管理平台
的12家场馆的体育健身服务。

（吕亦菲 姚柳之图文报道）

发放第一轮200万元体育消费券

场馆预订“一次不用跑”，市域范围“健身一码通”

常州智慧体育管理平台“常享动”上线

本报讯 4月11日，国家射箭队
东京奥运会最终阶段选拔赛在成都双
流中国现代五项赛事中心激烈上演。
由常州市业余军体学校培养输送的运
动员杨晓蕾以总分第三的成绩，顺利
夺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这是江苏
省射箭代表队唯一一名获得东京奥运
会入场券的运动员，也是常州军体校
射箭队培养输送的第一个成功站上奥

运舞台的运动员。
3月30日，为期11天的国家射箭队

东京奥运最终阶段选拔赛在成都拉开帷
幕。按照赛程，本次
选拔赛男女队各8名
选手进入“终极PK”。

根据国家射箭队
的安排，本次选拔赛
共分四场，前三场比
赛每场分三天进行，
每天首先进行个人排
名赛，再经过淘汰赛
决出名次、给予对应
名次分。按三场选拔
赛名次总积分，录取
男、女总积分排名第

1-3名的运动员获得东京奥运会个人、
团体参赛资格。

在11日最终队伍选拔赛第三场比
赛中，杨晓蕾全程沉稳冷静，自信果决，
箭无虚发，以7:1大比分优势击败山东
运动员张梦瑶，霸气拿到国家队女子射
箭队最后一个奥运成团名额。

（常体 吕亦菲）

链接：
杨晓蕾，2000年6月出生，常州武进

人。
2012年，杨晓蕾被刘光志教练选入

常州市军体校参加射箭训练；
2014 年，第十八届省运会上，杨晓

蕾和队友一起，勇夺射箭项目团体冠军；

2017年底，杨晓蕾被选拔进入江苏
省队，并在全国重点学校射箭锦标赛中
多次夺冠；

2018年，她代表常州征战第十九届
省运会，摘下射箭项目团体第三；同年，
杨晓蕾在全国射箭奥林匹克项目锦标赛
中赢得混合团体冠军；

2019年8月，全国青年运动会上，杨
晓蕾获得体校甲组女子反曲弓个人金牌
及混合团体金牌；

2019年10月，全国室外射箭锦标赛
上，杨晓蕾不仅摘得70米个人淘汰赛冠
军，还凭借30米单项358环的成绩，打破
全国锦标赛2004年以来尘封15年之久
的全国纪录；同年获得全国奥林匹克锦
标赛女子个人冠军。

我市军体校输送射箭运动员——

杨晓蕾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本报讯 近日，常州奥体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点正式对外开放。
根据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部
署安排，各地相继征用大型体育场
馆作为新冠病毒疫苗集中接种点。

体育场馆场地面积大，通风条
件良好，受天气影响小，适合疫苗大
规模接种和就近接种。平时提供运
动健身服务的体育场馆，化身为防
疫、抗疫的“方舱”，是体育场馆服务
社会、服务百姓功能的拓展。

2020年，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期，武汉的多处“方舱医院”有效缓
解了当地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在
这些“方舱医院”名单里，有洪山体
育馆、江岸区武汉全民健身中心等
体育场所，它们的建设与维护，离不
开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筹集公益
金是体育彩票的职责和使命。体彩

公益金广泛应用于全民健身计划和奥
运争光计划，无论是鸟巢、水立方这样
的奥运场馆，还是建在公园、小区里的
健身设施，背后都有体育彩票公益金
的贡献。以江苏为例，为人熟知的南
京奥体中心、仙林训练中心、常州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等一系列体育场馆，均
有体彩公益金的支持。根据《江苏省
体育局关于2019年度全省体育彩票
公益金筹集分配和省级体育彩票公益
金安排使用情况的公告》，仅2019年，
江苏省级体彩公益金就在援建与维护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和捐赠体育器材
方面安排支出7059万元。

在完善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建设
的同时，体彩公益金的支持推动了江
苏全省123个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
收费开放，促进了公共体育资源共享，
为群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了更多
便利。 （常体 吕亦菲图文报道）

体彩公益金提供有力支撑——

体育场馆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

近期，体彩大乐透10亿元大派
奖正在开展中。在派奖开始之前，
大乐透就常常给江苏购彩者送来惊
喜。在21036期，常州购彩者万先
生中得988万余元；21032期，扬州
一位购彩者中得134万余元。

4 月 3 日 开 奖 的 大 乐 透 第
21036 期，全国共中出 6 注一等
奖。来自常州的购彩者万先生中得
其中1注基本投注一等奖，加上其
他奖项，单票中奖988万余元。

每个喜爱大乐透玩法的购彩
者，都有自己的一套投注方案。扬
州高邮的一位购彩者凭借追加+倍
投，一举揽获大乐透奖金134万余
元。3 月 24 日，大乐透迎来第

21032期开奖。该购彩者购买的第一
张彩票号码为01、11、14、34、35+06、
10，进行了15期多期投注并倍投了3
倍；第2张同样的号码也进行了15期
多期投注并倍投了3倍，不同的是进
行了追加。结果，第一张票中得二等
奖3注，奖金479187元；第二张由于
进行了追加，较第一张多了383349
元的追加二等奖奖金，该彩友最终共
斩获奖金1341723元。

据了解，该购彩者平日比较忙，所
以喜欢采取多期投注。他说，体彩大
乐透的多期投注既方便，又能保证每
一期都不落，这次虽然因一号之差与
头奖失之交臂，但还是很满意的，以后
还会继续支持体彩公益事业。 缇彩

988万元+134万元，体彩大乐透江苏中奖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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