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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86603740

△ 常 州 迅 糠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SC12232048200228号食品生产许可
证副本，声明作废。
△李建霞遗失江苏省行政执法证，证
号：JSZF04061151，执法种类：粮食流
通行政执法，发证机关：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政府，声明作废。

△常州市陈氏苗木专业合作社遗失
J3040010467001 号开户许可证，声
明作废。
△ 常 州 市 清 潭 综 合 市 场 遗 失
320400745574746 号税务登记证正
本，声明作废。
△陈怡彤遗失P320380255号出生医
学证明，声明作废。
△ 天 宁 区 郑 陆 卫 平 香 烟 店 遗 失
320402000201512080101 号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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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12日07:00-05月13日23:00停
电：220kV郑牵线；

05月12日07:30-13:30停电：10kV
荡南线中吴大道#78环网柜：荡南排站支
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复兴家园小区部
分、仁慈医院、乾智旅游用品等茶山、雕庄、
兰陵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晋投线晋陵
中路#4环网柜：田家炳分校113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田家炳初级中学等怀德等相关
地段）；

07:30-16:00停电：10kV厚余线五巷
管家A14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邹区镇人
民政府、钟楼卜弋电镀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5月13日07:00-16:30停电：10kV
红菱线飞龙东路#13环网柜:德蓉置业114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德蓉置业等红梅等相
关地段）；

08:00-13:00 停电：10kV永红线 03
闸刀前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公园

管理中心等永红等相关地段）；
05月14日08:00-14:30停电：10kV

名城二线凤凰名城#1中间变电所：名城二
线12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城市防洪工程
管理处等百丈等相关地段）；

08:30-14:00停电：10kV福成线青洋
路#17环网柜：高速公路支113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永越机电科技、青龙街道办事处
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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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日07:00-13:00停电：10kV

花中线花园22幢配变、花园2幢西配变、花
园11幢配变（临检）；

10kV香江一线花园15幢配变（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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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11日08:00-14:00停电：10kV

香槟一线香槟湖#5组合式箱式变:0.4kVⅠ
段401开关后段；

08:00-16:00停电：10kV邹南线邹区
岳溪诸东配变；

05月12日09:00-13:30停电：10kV
柳墅线白莲浜支线13号杆刀闸上引线后
段；

05月13日08:00-13:00停电：10kV
曙光线勤业170幢配变；

05月14日08:00-12:00停电：10kV
夏北线33号杆蔡庄陆西支线侧；

10kV光辉线邹区市镇卫南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曙光线勤业

164幢支线6号杆支线侧、勤业164幢支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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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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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之滨，海口西海岸。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张开双臂，拥抱四海宾朋。

5 月 7 日—10 日，一场集结全球高端消
费精品的展览——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将在这里举行。

一展汇全球。国内外超 2500 个品牌将
集中亮相，70多场发布活动将展示上百款新
品，涵盖服饰箱包、美妆用品、食品饮料、珠
宝钻石等几十个品类。国内各省份也争相
亮出国货精品吸引国内外采购商。

继博鳌亚洲论坛之后，消博会，这一国
内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缘
何会落子海南？

“消博会在海南举办，就是要汇聚自贸
港政策优势，汇聚全球人气，经过几年培育，
形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消费精品博览
会。”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日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如是说。

2020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
对外发布，明确了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定
位，提出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举办消博会，是落实中央精神的重
要行动，是优化国内市场供给、打造对外
开放新高地、提升海南自贸港国际影响力

的重要抓手。”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沈丹阳这样定位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

在海南举办消博会，为全球
消费精品企业搭建了进入中国市
场的桥梁——

在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局长韩圣健看
来，海南自贸港特殊的免税政策基础，搭建
起国际消费精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桥梁，可有
效降低国际参展商品的运输成本，吸引众多
国际尖货争相“抢滩”中国市场。

迄今，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已实施整 10
年，累计销售免税品近千亿元。

为支持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2020
年 7 月 1 日，中央赋予海南更加开放便利的
离岛免税政策，推动免税店提质升级，有序
引入更多免税经营主体参与离岛免税市场
竞争。

目前海南省拥有 6 家免税经营主体、10
家免税店，其中 1 家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
免税店。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
已从 2011 年政策实施之初的 5000 元提至
10万元，免税商品类别扩大到45种。

“加上即将出台的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
免税政策，海南全岛将构建多元化的免税经
营环境。”韩圣健表示，相信今后越来越多国
际企业将可借助消博会平台，将旗下消费精
品引入海南免税店销售，让海南成为境外高
端消费品进入中国的首选地。

在海南举办消博会，也为全
球消费精品和国内消费精品搭建
了进入全球市场的通道——

“我们与国际顶级品牌交流发现，这些
品牌不仅瞄准中国市场，也瞄准了海南自贸
港的机遇。”韩圣健说，当前疫情形势下，国
际品牌都希望中国市场有助于他们的发展，
也认为海南自贸港是国际化发展的理想之
地。

2025 年海南全岛封关后，海南自贸港
有望成为免税和旅游零售业的天堂。一地
实现“买全球、卖全球”，正是海南建设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的一大重要功能。

“所有参展国际品牌都在为那一刻做准
备，参加首届消博会，不仅表明他们参与中
国市场的决心和信心，也在为抓住未来海南
自贸港的机会做准备。”韩圣健说。

在海南举办消博会，也向世
界展现疫情防控背景下我国高效
安全的通关和全方位的城市服务
保障——

连日来，海口美兰机场进境货运航班持
续增加，全球尖货陆续抵琼。

为保障消博会展品高效安全通关，海
口海关、美兰边检站、美兰机场等多家单位
密切配合，一方面实行 24 小时通关、开通
边检“绿色通道”，简化申报手续，另一方面
为确保防疫安全，机场防疫组先对展品实
行舱内“闷杀”，出舱后又进行单件展品六
面消杀。

疫情防控工作更是“充分准备，严阵以
待”。

海口市卫健委疾控科负责人莫少雄说，
海口去年底举办了数千人参加的跨年演唱
会，积累了举办大型活动的疫情防控经验，
此次消博会，海口继续发挥大数据在“早期
识别”中的作用，严防港口、机场等入岛通
道，“前期的经验，加上严密的防控，我们有
信心能把这次活动保障好。”

新华社海口5月5日电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为何落子海南？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4 日电 美国总统拜登 4 日表示，
他希望在6月访问欧洲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拜登当天在白宫就应对新冠疫情和新冠疫苗项目发表
讲话。在讲话结束后回答媒体有关提问时，拜登表示，他希
望在访问欧洲期间与普京会晤，美方正在为此做准备。

拜登将于 6 月 11 日至 13 日出席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
团峰会，随后将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这
将是他今年1月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

拜登 4 月 15 日曾表示，他已提议与普京今年夏天在欧
洲举行峰会，以讨论双边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
同月25日表示，普京与拜登可能于6月举行会晤。

美俄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双方
在军控领域实现有限合作，但在乌克兰、网络安全、人权、干
预选举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对抗加剧。

拜登表示

希望在6月访欧期间
与普京举行会晤

新华社耶路撒冷 5 月 5 日电 以色列总统府 5 日凌晨
发表声明说，现任总理、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
亚胡未能在4日午夜的最后期限前成功组阁。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已将组阁权交还以色列总统里夫
林，里夫林5日将就新政府组建事宜联系议会各党派。

根据以色列有关法律，在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后，里夫
林可授权议会另一党派领导人组建政府。若新的组阁人选
无法按期组建政府，里夫林将直接把组阁权交给议会。任何
一名议员只要能在 21 天内获得至少 61 名议员的推荐即可
获得组阁权，否则议会将自动解散，并再次举行议会选举。

以色列 3 月 23 日举行议会选举，这是该国两年内举行
的第四次议会选举。4月6日，里夫林正式授权内塔尼亚胡
组建新一届政府。

以色列议会实行一院制。法律规定，获得议会半数以
上议席的政党可单独组阁。由于中小党派林立，以色列历
史上从未出现单一政党组阁情况。

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
组阁权交还以色列总统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4 日承诺彻底调查首
都墨西哥城轨道交通高架桥坍塌事件并惩处责任人。

“将彻底调查（这一事件）⋯⋯找到真相，”洛佩斯当天
在记者会上说，“任何责任人都难辞其咎。”

洛佩斯敦促相关部门迅速完成调查，不得向公众隐瞒
信息。墨西哥政府同一天宣布，自当天起，全国哀悼三天。

墨西哥城东南部一段轨道交通高架桥 3 日晚坍塌，造
成至少 25 人死亡、70 多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搜救人
员仍在搜寻遇难者遗体和幸存者。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当晚10时30分左右，这
段高架桥在一辆列车经过时突然坍塌，砸向桥下的车流，扬
起烟尘。

一名女乘客告诉当地一家电台，她当时在车厢后部，听
到一声巨响，灯熄灭，“大家尖叫，互相压在一起”。

出事线路是墨西哥城轨道交通 12 号线，2012 年投入
使用，2014年因建筑结构问题一度关闭多个车站。这条线
路2017年在地震中受损，后来被修复。

这是墨西哥城迄今最严重的一起轨道交通事故，令民
众担忧墨西哥城轨道交通安全。 新华社专特稿

墨西哥总统承诺彻查
高架轨道桥坍塌事件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 文化和旅
游部 5 日晚间公布 2021 年“五一”假期
旅游市场数据。统计显示，5 月 1 日至 5
日，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2.3 亿人次，同比
增长119.7％，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同
期的103.2％。

据文化和旅游部介绍，“五一”假期
共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132.3 亿元，同比
增长138.1％，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同
期的77.0％。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未发
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未发生疫情通
过文化和旅游系统传播事件。

“五一”期间，各地景区严格落实严
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全国5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约 4800 万人次。
依托智慧旅游平台，各地对客流进行精
准预测和管理，有效疏导、分流游客。调
查显示，32.0％的游客体验了在线预订，
33.0％的游客体验了扫码、刷脸等无纸
化入园，98％的游客认可景区预约。

正值建党一百周年，红色主题游备
受欢迎。今年劳动节连着青年节，更多
的年轻人参加红色旅游，新时代的红色
旅游呈年轻化趋势，红色旅游＋生态游、
民俗游、研学游、乡村游等新线路、新产
品不断丰富旅游业态。

此外，据文化和旅游部介绍，“五一”
期间，游客出行更加看重休闲度假类品
质出行，私密化、定制化、小型化成为主
流，高星级酒店房源备受游客青睐，长
沙、西安、杭州、成都等热门网红城市酒
店的特色房型一房难求。全国旅游监管
服务平台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团队游
团 均 人 数 14.67 人 ，较 2019 年 减 少
25％，小团游趋势明显。

超疫前同期水平

“五一”假期国内旅游
出游2.3亿人次

七国集团外长会
在伦敦继续进行

七国集团外长会 5 月 3 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开幕。这是近两年来七国集团
代表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议。

图为5月4日，与会代表在英国伦敦兰卡斯特宫拍摄合影。新华社发

5月4日，埃塞俄比亚交通部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向34名
埃塞青年火车司机颁发资格证书。这批经中国培训的当地火
车司机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为亚吉铁路贡献力量。新华社发

5月2日，游人在湖北省荆门市圣境
花谷游玩。 新华社发

国家电影局 5 日发布统计数据，5 月 1
日至 5 日 17 时，全国电影票房达 16.03 亿
元，其中《你的婚礼》《悬崖之上》两部影片
分别以 4.90 亿元、4.74 亿元领跑明显，占
总票房约60％。

值得一提的是，5 月 3 日，《悬崖之上》
实现了对《你的婚礼》单日票房的反超，并
在此后一直领跑“五一”档单日票房榜，显
示出强劲的“逆袭”势头。

此外，《秘密访客》以 1.86 亿元、《追虎

擒龙》以 1.53 亿元、《扫黑·决战》以 1.05 亿
元分列“五一”档电影票房的三至五位。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分析，
《你的婚礼》票房领跑，说明“五一”档的电
影市场以年轻观众为主体，观众的观影选
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题材和明星的影
响。

“今年‘五一’档没有完全一枝独秀的
影片，票房排名靠前的几部电影都保持了
不错的竞争态势，也显示了中国电影类型
的丰富性。”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

纵观今年“五一”档，既有谍战片、悬疑
片，也有喜剧片、动画片和情感类影片，题
材和类型的丰富多样成为一大亮点。

其中，《悬崖之上》以1931年的哈尔滨
为故事背景，讲述共产党特工执行秘密任
务与敌人斗智斗勇完成使命的故事。“它不
仅是张艺谋个人在类型和叙事上的突破，
也是新主流电影的新拓展、新突破，从故事
讲述到制作水平都值得称道。”饶曙光评价
说。

“五一”档的其他影片在受众群体上也

各有侧重。《秘密访客》以风格化的摄影、构
图和表演，得到了惊悚、悬疑类影片爱好者
的青睐。《扫黑·决战》《追虎擒龙》受众偏男
性，《阳光劫匪》《寻汉计》等喜剧电影适合
家庭观看，《猪猪侠大电影·恐龙日记》《冰
雪大作战 2》等动画片则受到小朋友的欢
迎。

透过今年的“五一”档，专家认为，中国
电影的市场表现与假期的市场关联越来越
紧密。“在假期，电影消费的时间成本具有
较强的可能性，人们也有这种消费冲动。”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说。

也有专家分析指出，在观众日益成熟
的假期观影习惯下，中国电影市场也呼唤
生产出更多高品质的影片，培养观众常规
的电影消费习惯，推动中国电影从高速发
展走向高质量发展。

“‘五一’档上映的大部分电影水准都
在平均线之上。但同时，也需要我们生产
更多优质影片，创造‘周末档’等更多常规
化排片档期，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
内容选择。”尹鸿说。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十余部电影“点燃”2021年“五一”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