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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7-4

04月30日07:30-14:30停电：10kV双
塔一线衡山路#3环网柜：天安线111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富都市场部分等河海等相关地段）；

08:00-12:00停电：10kV清河线52号
杆加号侧后段（停电范围：诚源嘉业通讯设
备、九天车辆配件厂、中隆车辆配件等孟河等
相关地段）；

05月06日07:30-12:00停电：10kV横
峰线全线（停电范围：迪尔毛纺织、天宁区青龙
街道办事处、天美日用品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金雀线长沟
路4号环网柜：前桥4幢箱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前桥新村部分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5月08日09:30-14:30停电：10kV环
城线林苗场B144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梦特
车辆部件、云洲景观工程、云瑞照明器材等孟
河等相关地段）；

05月09日06:00-05月 10日 19:00
停电：35kV广源线；

05月10日07:30-12:30停电：20kV
迎龙线全线（停电范围：海因兹玻璃等春江等
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20kV浩源二线府
西变至锦绣华府#1中间变电所：衡山路#8柜
2210开关至通江大道#40环网柜：浩源二线
2110开关（停电范围：商盛商业管理、荣万家
生活服务股份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4月30日07:30-13:00停电：10kV中
山线中山路#1箱式变101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蓝天线49号
杆支线侧；

08:00-17:00停电：10kV港池一线老农
机厂配变、西夏墅农机站配变、西夏墅泵房配变；

05月06日08:00-17:00停电：10kV中
投线奔牛贺后支线5号杆后段；

10:00-11:30停电：10kV藻江线新业
花苑#1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

10:00-12:00停电：10kV空港一线罗
溪后马配变；

10kV东山线汤庄大树下配变；
13:00-15:00停电：10kV协勤线汤庄

轻工电镀厂配变；

10kV汤镇线罗溪团结配变；
05月07日07:30-13:30停电：10kV飞

西线飞龙西路#1环网柜：飞龙西路#1箱1150
开关后段；

08:00-14:00停电：10kV兰陵线工人
南34幢配变；

08:00-16:00停电：10kV钢扣线邹区
龙潭徐水村配变；

10kV灯丰线邹区市镇后街2号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空港一线民

生东支线9号杆后段；
10:00-12:00停电：10kV景园线孟河

城南路巷南配变；
10kV孟城线石灰桥变配变；
10kV兴镇线小河街南配变；

10kV茅庵线永胜吉利配变；
13:00-15:00停电：10kV九龙线孟河

东陆荣余配变；
10kV关帝线东陆威龙配变；
05月10日08:00-12:00停电：10kV

锦绣线锦绣花园#1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
后段、#2配变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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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EE025（黄））遗失
常01404364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3981（黄））遗失常
320401416458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5692（黄））遗失常
01404376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6090（黄））遗失
常01404431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0951（黄））遗失
常01404352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3755（黄））遗失常
01404343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7570（黄））遗失
常01404369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59096（黄））遗失
常01404374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6990（黄））遗失
常01404409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57959（黄））遗失常
01404368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57883（黄））遗失常
01404407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丰奇塑料有限公司（苏D56286（黄））遗失常
01343480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鑫图胜机械有限公司（苏D73166（黄））遗

失常01381914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鑫图胜机械有限公司（苏D71612（黄））遗
失常01378831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鑫图胜机械有限公司（苏D75562（黄））遗
失常01383541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鑫图胜机械有限公司（苏D71130（黄））遗
失常01377985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跨江机械有限公司（苏DEQ887（黄））遗失
常12401892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跨江机械有限公司（苏DEN523（黄））遗失
常12329277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浩永塑料有限公司（苏D60739（黄））遗失
常01375616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浩永塑料有限公司（苏D57900（黄））遗失
常320401417128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浩永塑料有限公司（苏D61523（黄））遗失常
01356619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浩永塑料有限公司（苏D62008（黄））遗失
常01354229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钟楼区邹区多加灯饰经营部遗失公章，声明作
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郭能顺遗失中国人保商业险保单，保单号：
PDAA202032040000182664， 印 刷 号 ：
32001906421331，单 证 类 型 代 码 ：AE-
DAAE0015D00，声明作废。
△常州市邦盈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遗失01405042
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渝味川菜馆遗失公章，声明作废，寻回后
不再使用。

常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计划于2021年5月～2021年11月对苏南运河常州
段荷园里-西口门段航道按三级航道技术标准进行疏浚。为了确保该段航道水下
管线的安全运行和疏浚工程的顺利实施，凡在上述航段内有未履行航道行政许可
手续而布设的水下管线单位，务请在2021年5月15日前，携带过河管线相关图纸
与我中心联系。逾期无对接，在施工中造成损失的，由管线单位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13812456358 郁工 0519-89607730 秦工

关于苏南运河常州段荷园里-西
口门段航道疏浚工程的公告

常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宇盛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

区现代液压油缸及行走马达、回转马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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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至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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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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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动产于

2021年5月1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展开竞价：

（1）一批机器设备（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梅赛德斯奔驰小型越野客车一辆（详情请

参见淘宝页面）。
（3）起亚牌小型汽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1年5月3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华润国际花园75幢乙单元28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79.24㎡）

（2）常州市新城首府5幢3103室（建筑面积：
247.2㎡）

（3）常州市华润国际花园57幢甲单元8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13.84㎡）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1年6月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动产于2021年5月18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苏D988BB尼桑小型轿车一辆
（2）常州华都馨苑8幢甲单元1101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34.32㎡）
（3）句容市汇景雅墅乐山雅墅04幢101室1-

2层不动产（建筑面积：307.28㎡）
（4）常州市武进区武宜中路86-53商业不动

产（建筑面积:411.14㎡）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1年5月22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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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书香苑13-605室不动产
（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35.47+75.97=
211.44㎡）

（2）常州市金坛区指前镇镇广路西侧南环北侧
的土地使用权及附属物（土地面积：4408.7㎡）

（3）放置于丹阳市润峰车辆配件有限公司内的
一批注塑机8台（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不动产于2021年5月31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溧阳市上黄镇前中村的土地、房产及机器设备

（总建筑面积10975.14㎡，使用权面积19163.6㎡）
（2）不动产于2021年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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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公馆V2幢别墅
（建筑面积999.02㎡）

6、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1年6月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动产于2021年5月18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别克牌SGM6531UAAF小型轿车1辆；
（2）大众牌FV7207ZBDBG小型汽车1辆；
（3）上海渝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熔喷布

一批。
（4）常州市劳动西路21号3幢257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7.55㎡）；
（5）常州市劳动西路21号3幢381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7.50㎡）；
（6）常州市勤俭村3幢乙单元302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65.33㎡）；
（7）常州市运河天地广场9幢乙单元31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42.44㎡）；
（8）常州市天鹅湖花园7幢502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1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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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寻找弃婴（儿）生父母公告
2015年11月28日23时许，在天宁区

富强新村48幢戊单元501室门口捡拾男性
弃婴一名（姓名：常良易），捡拾时用粉红色
白点包被包裹，身穿淡色宝宝衣，刚出生十
几天。该男婴宽额头，眉宇间有颗黑痣，大
眼睛、皮肤微黄，被捡拾时无其他随身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常州
市儿童福利院联系，联系电话88128322，即日起60日内无
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常州市儿童福利院
2021年4月28日

开通借款功能，就送 VIP 会员；点张优
惠券，就会跳转到授信贷款页面⋯⋯很多人
发现，当下各种热门的App，从外卖到出行、
从视频到办公，尽管功能各异，但有一点是
相通的：都能贷款。

和传统贷款渠道相比，这类基于 App
的贷款往往宣称“门槛低、审核简单、放款
快”，吸引了不少年轻用户，其实际年化利率
甚至超过 20％。App 抢着借钱给你的背
后，一方面容易出现过度收集、滥用客户信
息的现象，另一方面存在诱导年轻人超前消
费、过度借贷的风险。同时，对金融监管提
出了新的要求。

“躲都躲不开”，满屏都能贷款
最近，上海市民李华章在上网过程中，

电脑屏幕右下角突然跳出一个链接显示：
“WPS 上也可以借钱啦”，并标注“最高可借
20 万元，千元利息低至 2 毛”等信息。“我的
第一反应是：WPS 不是办公软件吗，怎么也
开始放贷了？”李华章说。

带着疑惑，李华章点击“测测你能借多
少”按钮，系统自动跳转至 WPS 用户专享页
面，上面显示“1 千元借 1 天费用低至 2 毛，
3、6、9、12 期慢慢还”。此外，页面还宣称

“门槛低，22 周岁即可申请；额度高，最高可
借 20 万元；放款快，快至 3 分钟到账”等信
息。在经过引导下载金山金融 App 后，通
过输入手机号、验证码、上传身份证正反面
照片、人脸识别等简单操作后，App 显示李
华章可借27500元。

青岛市民穆丽丽在爱奇艺 App 上购买
会员时，也被推荐贷款。爱奇艺 App“精选
推荐”页面显示，用户可以申请一款名为“小
芽贷”的贷款产品，平台标注有“年化利率低

至7.2％”“借钱就送30天VIP会员”等信息。
按照平台提示，穆丽丽在输入姓名、身

份证号、手机号等信息，并拍照上传身份证
后，发现自己在该平台可以借 7 万元。“感觉
有些不可思议，从来没想过可以在视频软件
上借这么多钱。”穆丽丽说。

记者测试发现，除传统的支付和理财类
App，手机里其他热门 App，从外卖到出
行、从视频到办公，80％左右可以贷款，或提
供贷款服务入口，额度最高达到 30 万元。
有网民表示：“只要使用手机App，几乎都可
以看到相关贷款业务推荐，躲都躲不开。”

花式“求借钱”，背后套路多
稍微观察就可以发现，各类 App 自营

或推广的放贷服务，普遍宣传其贷款具有门
槛低、利率低、放款快等特点，诱导用户注册
使用，在实际借款时，却又换了副模样。

——快速放款的代价是大量索取个人
信息。记者发现，提供贷款服务或入口的
App中，“极速放款”“最快5分钟放款”等推
广用语非常普遍。一款旅游类 App 的客服
人员表示，最快审核只要10到15分钟，就可
以将钱打到用户所绑定的银行卡中。

快速放款的背后，是对个人信息的大量
索取。记者体验发现，多数开通贷款服务或
入口的 App 需要读取用户通讯录，并需要
一直读取用户位置信息。类似的条款包括

“平台将收集您的通讯录／和您的亲戚朋友
及联系人的手机号码”“当贷款逾期时，平台
有权向合作单位，以及您的亲戚朋友、联系
人披露您的违约信息（含贷款逾期信息）”。

网民“雨女”投诉称，在某 App 上借钱
逾期后，不仅本人每天要接受短信轰炸，其
父母也频繁接到第三方催收公司的电话，对

方还发信息称要按家庭地址寄送法院通
知。“我没有失联，会尽快还清欠款，希望他
们停止骚扰家人”。该网民说。

——以“送礼品”“送会员”等小恩小惠，
诱导用户贷款。某视频类 App 宣称，只要
使用其贷款业务，就送一个月视频 VIP 会
员，如果借到一定额度“使用达标”，还额外
赠送12个月会员资格。另一款短视频App
宣称，答题即可领取最高 80 元红包，但该红
包只能在还款时使用。

“这种小恩小惠的手法，跟原来银行送
米送油差不多。只不过银行是在拉存款，而
App 是在求你贷款。”武汉市民程恩昌感慨
地说。

某旅游 App 宣称，“提钱去启程”“最高
可借 20 万元”。“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看，
贷款去旅游，有点过了。”今年 52 岁的北京
市民沈庆说。

——看似一天几角，实则年化利率突破
20％。2020 年底，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警惕
网络平台诱导过度借贷的风险提示》强调，
一些机构或网络平台在宣传时，片面强调日
息低、有免息期、可零息分期等优厚条件。
然而，所谓“零利息”并不等于零成本，往往
还有“服务费”“手续费”等，此类产品息费的
实际综合年化利率水平可能很高。

但在实际经营中，很多 App 依然使用
“千元利息低至 XX”等“障眼法”进行推广。
比如金山金融 App 宣称“千元利息低至 2
毛”，记者通过其借款 1000 元，约定十二期
还款。系统显示，每期要还 100.46 元，以此
计算，年化利率达到20.55％。

监管要跟上，理性消费观要树立
当前，我国消费结构正从生存型消费向

教育、旅游等发展型和品质型消费过渡，消
费金融市场空间巨大。除了传统的商业银
行、消费金融公司，各类互联网公司也纷纷
发力消费金融。

“可以看到，这些提供贷款服务或入口
的 App，主要瞄准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收入
有限，贷款意愿和需求相对较高。此外，由
于贷款业务利润率可观，为其引流也成为很
多 App 流量变现的手段。”苏宁金融研究院
研究员黄大智说。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从宏观
层面看，部分大型互联网平台，基于小贷公
司开展消费信贷业务，一方面以联合贷款模
式获得客户和资产，一方面以资产证券化形
式拆入外部资金，“小马拉大车”导致杠杆倍
数快速放大，系统性风险集聚。

从微观层面看，部分消费信贷产品偏离
消费属性、多头授信较为普遍，部分信贷资
金甚至违规流入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对贷款
用途和流向的有效监控成为“老大难”问题。

针对互联网平台花式诱导贷款行为，相
关监管措施已陆续出台或正在酝酿中。如
2020 年年底发布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
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强调，主要作为
资金提供方与机构合作开展贷款业务的，不
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
主要作为信息提供方与机构合作开展贷款
业务的，不得故意向合作机构提供虚假信
息，不得引导借款人过度负债或多头借贷，
等等。

黄大智认为：规范互联网消费金融发
展，一方面要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树立理
性消费观念；另一方面要倡导行业自律，引
导相关平台践行责任信贷理念，避免消费者
过度负债。 新华社上海4月28日电

为什么那么多热门App抢着借钱给你？
新华社北京 4 月 28 日电 国家电影局 28 日通报，针

对当前比较突出的“XX 分钟看电影”等短视频侵权盗版问
题，国家电影局配合国家版权局继续加大对短视频侵犯电
影版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及自媒体、公
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未经授权复制、剪辑、传播他人电影作品
的侵权行为，积极保护广大电影版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针对部分影视行业协会、影视公司和演员等倡议的抵
制短视频侵权问题，国家电影局相关负责人称，保护电影版
权是维护电影产业健康良性发展、激发创新创作活力、推动
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电影局一贯高度重视电
影版权保护工作，近年来会同公安、版权等部门，持续打击
电影盗录、盗播等违法犯罪行为，将电影作品纳入版权保护
预警名单，推动各类网络服务商采取有效措施，提前防范、
及时处理侵权盗版行为。

国家电影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电影局将支持电影著作
权集体管理组织加强自身建设，依法开展电影作品著作权集体
管理，鼓励与院线电影版权保护联盟等共同开展电影版权维权。

该负责人称，国家电影局倡导各网络平台及自媒体、公
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积极履行版权保护法律义务，合法使用
电影版权，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剪辑、传播他人电影作品，加
强自查和清理，提升电影版权投诉处理实效，更好地发挥短
视频在电影宣传、评论、研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XX分钟看电影”短视频侵权

国家电影局将重点打击
短视频侵权盗版行为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28日了解到，针对近日
网上反映演艺人员郑爽涉嫌签订“阴阳合同”、拆分收入获
取“天价片酬”、偷逃税等问题，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
予受理，正在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进行调查核实。北京市广
电局已启动对相关剧目制作成本及演员片酬比例的调查。

税务和广电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认真落实有
关要求，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查处整治“阴阳合同”“天
价片酬”、偷逃税等问题，严格电视剧合同管理，严控电视剧
制作成本和演员片酬在电视剧制作成本中的比例，为电视
剧行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两部门回应郑爽事件：
已启动相关调查

“阴阳合同”“天价片酬”、偷逃税？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获悉，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28日在北京组织召开“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研讨会”，
研讨基于数据的安全监管与数据可信存证的相关问题，并
发布了汽车数据可信存证区块链平台。

据中汽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特
有的数据防篡改、可溯源等特性，仅依靠上传数据哈希值

（不需要上传任何原始数据）即可为企业提供数据可信存证
服务。目前，该平台已完成建设，即日起将可以免费为会员
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中汽协发布汽车数据
可信存证区块链平台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7-4

04月30日07:30-14:30停电：10kV双
塔一线衡山路#3环网柜：天安线111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富都市场部分等河海等相关地段）；

08:00-12:00停电：10kV清河线52号
杆加号侧后段（停电范围：诚源嘉业通讯设
备、九天车辆配件厂、中隆车辆配件等孟河等
相关地段）；

05月06日07:30-12:00停电：10kV横
峰线全线（停电范围：迪尔毛纺织、天宁区青龙
街道办事处、天美日用品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金雀线长沟
路4号环网柜：前桥4幢箱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前桥新村部分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5月08日09:30-14:30停电：10kV环
城线林苗场B144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梦特
车辆部件、云洲景观工程、云瑞照明器材等孟
河等相关地段）；

05月09日06:00-05月 10日 19:00
停电：35kV广源线；

05月10日07:30-12:30停电：20kV
迎龙线全线（停电范围：海因兹玻璃等春江等
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20kV浩源二线府
西变至锦绣华府#1中间变电所：衡山路#8柜
2210开关至通江大道#40环网柜：浩源二线
2110开关（停电范围：商盛商业管理、荣万家
生活服务股份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4月30日07:30-13:00停电：10kV中
山线中山路#1箱式变101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蓝天线49号
杆支线侧；

08:00-17:00停电：10kV港池一线老农
机厂配变、西夏墅农机站配变、西夏墅泵房配变；

05月06日08:00-17:00停电：10kV中
投线奔牛贺后支线5号杆后段；

10:00-11:30停电：10kV藻江线新业
花苑#1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

10:00-12:00停电：10kV空港一线罗
溪后马配变；

10kV东山线汤庄大树下配变；
13:00-15:00停电：10kV协勤线汤庄

轻工电镀厂配变；

10kV汤镇线罗溪团结配变；
05月07日07:30-13:30停电：10kV飞

西线飞龙西路#1环网柜：飞龙西路#1箱1150
开关后段；

08:00-14:00停电：10kV兰陵线工人
南34幢配变；

08:00-16:00停电：10kV钢扣线邹区
龙潭徐水村配变；

10kV灯丰线邹区市镇后街2号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空港一线民

生东支线9号杆后段；
10:00-12:00停电：10kV景园线孟河

城南路巷南配变；
10kV孟城线石灰桥变配变；
10kV兴镇线小河街南配变；

10kV茅庵线永胜吉利配变；
13:00-15:00停电：10kV九龙线孟河

东陆荣余配变；
10kV关帝线东陆威龙配变；
05月10日08:00-12:00停电：10kV

锦绣线锦绣花园#1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
后段、#2配变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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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EE025（黄））遗失
常01404364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3981（黄））遗失常
320401416458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5692（黄））遗失常
01404376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6090（黄））遗失
常01404431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0951（黄））遗失
常01404352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3755（黄））遗失常
01404343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7570（黄））遗失
常01404369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59096（黄））遗失
常01404374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66990（黄））遗失
常01404409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57959（黄））遗失常
01404368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运畅机械有限公司（苏D57883（黄））遗失常
01404407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丰奇塑料有限公司（苏D56286（黄））遗失常
01343480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鑫图胜机械有限公司（苏D73166（黄））遗

失常01381914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鑫图胜机械有限公司（苏D71612（黄））遗
失常01378831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鑫图胜机械有限公司（苏D75562（黄））遗
失常01383541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鑫图胜机械有限公司（苏D71130（黄））遗
失常01377985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跨江机械有限公司（苏DEQ887（黄））遗失
常12401892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跨江机械有限公司（苏DEN523（黄））遗失
常12329277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浩永塑料有限公司（苏D60739（黄））遗失
常01375616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浩永塑料有限公司（苏D57900（黄））遗失
常320401417128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浩永塑料有限公司（苏D61523（黄））遗失常
01356619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浩永塑料有限公司（苏D62008（黄））遗失
常01354229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钟楼区邹区多加灯饰经营部遗失公章，声明作
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郭能顺遗失中国人保商业险保单，保单号：
PDAA202032040000182664， 印 刷 号 ：
32001906421331，单 证 类 型 代 码 ：AE-
DAAE0015D00，声明作废。
△常州市邦盈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遗失01405042
号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渝味川菜馆遗失公章，声明作废，寻回后
不再使用。

常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计划于2021年5月～2021年11月对苏南运河常州
段荷园里-西口门段航道按三级航道技术标准进行疏浚。为了确保该段航道水下
管线的安全运行和疏浚工程的顺利实施，凡在上述航段内有未履行航道行政许可
手续而布设的水下管线单位，务请在2021年5月15日前，携带过河管线相关图纸
与我中心联系。逾期无对接，在施工中造成损失的，由管线单位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13812456358 郁工 0519-89607730 秦工

关于苏南运河常州段荷园里-西
口门段航道疏浚工程的公告

常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宇盛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

区现代液压油缸及行走马达、回转马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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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至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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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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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动产于

2021年5月1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展开竞价：

（1）一批机器设备（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梅赛德斯奔驰小型越野客车一辆（详情请

参见淘宝页面）。
（3）起亚牌小型汽车一辆（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1年5月3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华润国际花园75幢乙单元28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79.24㎡）

（2）常州市新城首府5幢3103室（建筑面积：
247.2㎡）

（3）常州市华润国际花园57幢甲单元8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13.84㎡）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1年6月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动产于2021年5月18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苏D988BB尼桑小型轿车一辆
（2）常州华都馨苑8幢甲单元1101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34.32㎡）
（3）句容市汇景雅墅乐山雅墅04幢101室1-

2层不动产（建筑面积：307.28㎡）
（4）常州市武进区武宜中路86-53商业不动

产（建筑面积:411.14㎡）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1年5月22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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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书香苑13-605室不动产
（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35.47+75.97=
211.44㎡）

（2）常州市金坛区指前镇镇广路西侧南环北侧
的土地使用权及附属物（土地面积：4408.7㎡）

（3）放置于丹阳市润峰车辆配件有限公司内的
一批注塑机8台（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不动产于2021年5月31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溧阳市上黄镇前中村的土地、房产及机器设备

（总建筑面积10975.14㎡，使用权面积19163.6㎡）
（2）不动产于2021年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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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公馆V2幢别墅
（建筑面积999.02㎡）

6、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1年6月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动产于2021年5月18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别克牌SGM6531UAAF小型轿车1辆；
（2）大众牌FV7207ZBDBG小型汽车1辆；
（3）上海渝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熔喷布

一批。
（4）常州市劳动西路21号3幢257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7.55㎡）；
（5）常州市劳动西路21号3幢381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7.50㎡）；
（6）常州市勤俭村3幢乙单元302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65.33㎡）；
（7）常州市运河天地广场9幢乙单元31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42.44㎡）；
（8）常州市天鹅湖花园7幢502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1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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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寻找弃婴（儿）生父母公告
2015年11月28日23时许，在天宁区

富强新村48幢戊单元501室门口捡拾男性
弃婴一名（姓名：常良易），捡拾时用粉红色
白点包被包裹，身穿淡色宝宝衣，刚出生十
几天。该男婴宽额头，眉宇间有颗黑痣，大
眼睛、皮肤微黄，被捡拾时无其他随身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常州
市儿童福利院联系，联系电话88128322，即日起60日内无
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常州市儿童福利院
2021年4月28日

4 月 28 日是国
际导盲犬日，一场
以导盲犬为主题的
电影推介活动在北
京市朝阳区善缘书
舍举办。活动中，
视障人士向参与者
们展示自己的导盲
犬，分享自己与导
盲犬的故事，希望
借此增进大众对导
盲犬的认知和接纳
度。

新华社发

（上接A1版）
围绕青年“急难愁盼”问题，团市

委为青年承办的 8 件实事包括推出联
络服务青年大学生群体、培育“常安菁

英”青年安全生产技能人才、联系海外
（海归）青年人才、关注青年少年心理
健康等。

（龚青轩 秋冰 胡平）

团市委开展7个“一百”活动
办好8件实事

（上接A1版）就业创业支持保障、平等
享有服务保障、平等参与社会保障等
不断增强，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
务水平明显提高。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我市残疾人保
障工作取得的成绩并指出，发展残疾
人事业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是全社会应当切实履行的义务。各
相关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残疾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关注关爱每一位残疾人，用心用情
做好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要强化法
治意识、法治观念，加快推进立法步
伐，用法治手段保障残疾人权益。要
加强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关心支持残
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良
好社会氛围，鼓励引导残疾人更好地
融入社会。 （刘一珉 周萍）

要关注关爱每一位残疾人

（上接A1版）
当天，针对“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治疗骨关节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临
床研究，解放军301医院樊克兴教授、
王宁教授和日本筑波大学王淋博士，
分别在启动仪式上进行学术演讲。

据了解，至 2022 年 5 月中关村精
准医学基金会将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

的关爱中老年膝关节疾病公益活动，
并为一些老年人提供免费治疗机会。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
保健协会、江苏省和常州市卫健委相
关领导出席授牌及公益活动启动仪
式。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学术
机构的200余人参加活动。

（孙东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