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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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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17日07:30-13:30停电：10kV
日月线利家桥东B1479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凯顺纺织机械配件厂、精芸工贸、广源
农机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青洋线青
龙亚新A1677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龙澄
污水处理、东方伊思达染织、找纱科技等青
龙等相关地段）；

08:30-14:30停电：10kV南博一线
河海路 11 号环网柜：银河世纪微电子
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银河世纪微电
子股份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5月18日07:30-10:30停电：10kV
泰村线西茅中里村B1087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诺亚方舟农业科技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05月19日07:30-15:30停电：10kV
日月线申江路990开关至利家桥东B1479
开关（停电范围：菜根香生态农业、建伟精
工机械、鹏程工具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5月20日07:00-19:00停电：35kV
翻水线；

08:00-16:30停电：20kV盖茨线白
马公馆#1中间变电所：盖茨线2110开关
前段（停电范围：天卓纺织品整理、普利司
通汽车配件、盖茨液压技术等三井、薛家等
相关地段）；

10kV博成线顺园博成C1963开关至
耀坤机械705开关（停电范围：东南泰富橡
胶制造、天元智能装备股份、耀坤机械等三
井、薛家等相关地段）；

10kV华山线阮墅B1064开关至衡山
路#5环网柜：华山线1110开关（停电范
围：城市照明管理处、月星国际家居广场等
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浦江线衡山路#2环网柜：浦江
线出线2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大茂伟
瑞柯车灯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5 月 21 日 07:30- 13:00 停电：
10kV林庄线建材路#6环网柜：林庄线出
线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万事达汽车、
中油石油销售、麦德龙商业集团等三井、河
海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立新线勤
业西路12号环网柜：长江路#2柜113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勤业新村部分、轨道交
通发展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08:00-13:30停电：10kV西姚线卫
翔机械C117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耐搏
草坪、卫翔机械、悦耀电气等郑陆等相关地
段）；

08:00-14:00 停电：10kV 罗镇线
239省道#1环网柜：罗溪政府支113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上海
杰隆物流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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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17日08:30-12:30停电：10kV
安基线邹区安基李家村2号配变、邹区安
基李家村配变、邹区安基楼下村配变；

05月18日08:00-14:00停电：10kV
浦前线5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税干培
训中心配变、浦前镇老街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常连线61
号杆丹江支线、68号杆港晖自行车支线、
78号杆光学仪器支线；

05月19日07:30-14:30停电：10kV

邹新线邹区邹区队灯总配变；
10kV 泰村线邹区泰村后朱杨家

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地苑线都

市排水FJ00405开关后段；
08:30- 14:00 停电：10kV 后塘线

43#杆后段；
13:00-16:00停电：10kV宣塘线西

林宣塘毛家配变；
10kV檀香一线潭市大王新村配变；
05 月 20 日 08:00- 15:00 停电：

10kV渡口线圩塘顾村东配变（临检）；
10kV 圩镇线圩塘陆家野配变（临

检）；
05 月 21 日 07:30- 15:30 停电：

10kV圩塘线春江圩塘大降观音堂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卧龙线孟

城镇东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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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
钟楼区人民法院、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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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股权于2021年6月16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拆分拍卖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100000股、100000股、100000
股、100000 股、100000 股、100000 股、
100000股、100000股、100000股、157578
股股权（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不动产于2021年6月17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新北区雅居乐星河湾苑23幢
甲单元 1002 室不动产（详情请参见淘宝
页面）

②兰州市城关区铁路东村街道和政东
街159号第01单元12层1202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为194.61㎡）

③常州市天宁区中山路172幢乙单元
4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为83.31㎡）

④常州市新北区奥林匹克花园77幢
4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为138.47㎡）

2、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不动产于2021年6月15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奥韵家园8幢甲单元2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14.79㎡）

(2)常州市华威创智商务园6幢、7幢中
的共计108套房屋（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3)常州市丰臣南郡苑2幢甲单元20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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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
开竞价：

（1）高尔夫牌FV7164AT E4小型轿车
1辆

（2）丰田牌GTM6490HNF小型普通客
车1辆

（3）常州森开物流有限公司所有的煤炭
一批

（4）整体拍卖常州市湖塘镇长虹路88
号D9幢 31号、32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
315.04㎡）

（5）常州市湖塘镇外滩壹号花园D1幢
1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211.02㎡）

（6）常州市湖塘镇新城帝景花园20幢
101号不动产（建筑面积41.32㎡）

（7）常州市聚湖半岛花园7幢106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473.76㎡）

（8）常州市武进高新区降子路150号万
骏金堤花苑12幢甲单元1701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131.07㎡）

（9）常州市绿都万和城七区18幢3004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6.68㎡）

（10）常州市建材宿舍5幢戊单元2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3.79㎡）

4、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
中动产于2021年6月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6月12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经开区横林镇国丁路78号甲
单元9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36.93㎡）

（2）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世纪锦苑乙单
元10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7.58㎡）

（3）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天丽雅居3幢
5室不动产（建筑面积：331.12㎡）

（4）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古方新村20
幢 乙 单 元 602 室 不 动 产（建 筑 面 积 ：
215.04㎡）

(5)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花东二村201
幢 戊 单 元 502 室 不 动 产（建 筑 面 积 ：
134.59㎡）

(6)苏DN5608大众波罗轿车一辆
(7)苏DNF619东风日产风神轿车一辆
(8)苏DXS500梅赛德斯奔驰小型轿车

一辆
5、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不动产于2021年6月7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金坛区晨风路19-21号不动

产（建筑面积：262.88+102.36=365.24㎡）
②常州市金坛区金禧园15-丙-201室

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136.67㎡）
（2）不动产于2021年6月10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金坛区东园新村124-301室

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121.5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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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天目湖工业园田家山工业区6

号的土地和房产（总建筑面积11907.88㎡，
使用权面积19599㎡）

②溧阳市城中花园三区1幢1-051住
宅用房（建筑面积123.75㎡）

（2）不动产于2021年6月14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 221弄 11号
404住宅用房（建筑面积56.25㎡）

②溧阳市翰林苑一区6幢一单元2202
室住宅用房（建筑面积125.8㎡）

③南通市如皋市金鹰花苑7幢203室
住宅用房（建筑面积103㎡）

④溧阳市竹箦镇溧竹公路88号的土地（总
使用权面积27661㎡）、房产（总建筑面积
17971.03㎡）、机器设备、办公用品及附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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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市维美国际酒店有限公司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JY23204120200108，正副本编号：

320412000201806250021、

320412000201806250022，声 明

作废。

△邹小健遗失38221号小学二级教

师资格证书，1995年颁发，声明作废。

△常州中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

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

12823327、12823326，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经本单位决议，并报主管局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决定撤销。清

算组由刘子辉、张浩等人组成。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85日
内，前往常州市建东路18号向我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陈晨蕾、朱雯一，电话：85787875。

常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中心
2021年5月13日

销户公示
由常州尧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江苏集萃碳纤维

及复合材料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室内装修工程、消防改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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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至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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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21年5月12日股东决定，常州海华绝

缘材料有限公司拟将公司注册资本从美元100万
元减至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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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常州海华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3日

17.6％、19.2％、19.5％、18.7％，
这是沪苏浙皖一季度的经济增速数
字。作为全国重要的发展引擎，一季
度长三角三省一市不但引擎持续轰
鸣，还争相在深化合作、转型升级中贡
献各自的长板，将一体化发展做得更
实更深。

跑得快：“大块头”跑
出加速度——

特斯拉、蔚来、智己、威马、上汽
R、华人运通……一批中外新能源汽
车企业齐聚长三角。今年一季度，作
为新能源汽车重要生产基地，上海、安
徽的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80％、358％，增速均远高于280％
的全国平均水平。长三角已成为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

新能源汽车只是长三角经济发展
的一个缩影。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
上海地区生产总值两年平均增长
4.7％，江苏两年平均增长6.4％，浙江
两年平均增长6.2％，安徽两年平均增
长5.4％。

合计来看，今年一季度长三角的

区域生产总值突破6万亿元，占全国经
济总量的比重达24.55％，较去年同期提
高0.44个百分点。三省一市中，有三家
近两年的平均经济增速超过全国水平，
可谓体量大还跑得快。

宏观稳，微观活。一季度末，江苏省
市场主体总数达到1268.2万户，同比增
长18.8％，其中，苏州昆山成为全国首个
市场主体突破100万户的县级市；安徽
省市场主体数量达604.47万户，同比增
长15.13％。

推进快：拧成“一股
绳”、下好“一盘棋”——

上海西郊的虹桥商务区内，虹桥进
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虹桥品汇）拔地而
起。这里，汇聚着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0多个品牌的2万多款商品，仿佛

“永不落幕”的进博会。
“采购商上午从长三角的城市过来，

当天采购完就可以直接回去。”虹桥国际
进口商品展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朱菁
说，立足长三角，虹桥品汇准备打造10
个百亿级进口商品集散中心、形成1个
千亿级国际贸易总部集聚区。

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三省一市在基础设施、产业协作、生态环
境、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频频落子。在
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的理念指
引下，把“各自优势”打造为“共同长板”。

基础设施方面，杭绍台高铁、沪苏湖
铁路等项目正在抓紧建设；产业协作方
面，围绕“1＋7＋N”产业联盟体系，G60
科创走廊已建立产业（园区）联盟13个、
产业合作示范园区11个；公共服务方
面，苏州华德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来
西亚籍的翁文星，今年一季度获得上海
首张面向非在沪工作外籍人士的海外人
才居住证。

更多的措施正在酝酿中。安徽提
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推动安徽合肥、上海张江国家科学中心

“两心同创”，推进安徽自贸区与沪苏浙
自贸区“双自联动”，支持合肥都市圈与
南京等都市圈“双圈协同”，等等。

转型快：为制造业装
上“数字大脑”——

在“大脑中枢”上点一点预设参数，
生产线便能自动完成从物料调度到成品

下线的全流程操作……在浙江卧龙电气
的“黑灯车间”，原本需要2天的制造周
期一下子缩短为2小时，一天能下线8
万台电机。

“通过数字化改造，抢抓智能制造发
展机遇，公司一季度订单较去年同期明
显好转。”卧龙电气副总经理张红信说。

数据显示，一季度浙江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1％，
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个百
分点。

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是长三角的
强项。上海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上海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江苏印发了
《关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
浙江和安徽则分别实施《浙江省数字经
济促进条例》和《安徽省大数据发展条
例》。

长三角的数字化转型，涉及生产、生
活和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仅以生产数
字化为例，目前长三角地区共建设工业
互联网平台186个，其中上海宝信、江苏
徐工汉云、浙江阿里云等5个平台，还入
选工信部“2020年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
联网平台”。

新华社上海5月12日电

快！长三角首季经济关键字

世界卫生组织12日说，加速疫情
在印度蔓延的一种变异新冠病毒已扩
散至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世卫组织在全球新冠疫情周报中
说，已在上传至一个开放数据库的
4500多个样本中检测到去年10月在
印度最早报告的变异新冠病 毒
B.1.617。这些样本来自44个国家和
地区，遍及世卫组织划分的全球6大区
域。另外，世卫组织已收到另外5个国
家和地区检测到这一变异新冠病毒的
报告。

周报说，英国是除印度外报告这一
变异病毒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

世卫组织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将这
种变异病毒列为“引发忧虑”的病毒，

与在英国、巴西及南非发现的变异病
毒一样，理由是它比原始毒株传染性
更强，导致“患病率在多国迅速攀
升”。另外，初步证据显示它对bam-
lanivimab 单克隆抗体的耐药性更
强，而早期实验室研究表明它“有限削
弱了抗体中和病毒的能力”。但世卫
组织强调，它对疫苗有效性的现实影
响“可能有限”。

世卫组织说，印度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的病例中，仅0.1％接受基因测
序并上传至国际共享基因序列资源

“流感数据共享全球倡议”平台，以确
定毒株。截至 4 月底，变异病毒
B.1.617.1和 B.1.617.2分别占印度所
有测序样本的21％和7％。另外，包

括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在内的其他传
染性更强变异病毒也在印度蔓延。

报告认为，印度疫情反弹存在多
个潜在因素，例如变异病毒蔓延，多个
大型集会加速病毒传播，公共卫生措
施不足且落实不到位等。

印度卫生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印度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29942 例，累计确诊 22992517 例，
仅次于美国；新增死亡病例3876例，
累计死亡 249992 例。据法新社报
道，由于印度连续多日单日新增病例
超过30万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将近
4000例，不少地区病床、氧气等医疗
资源紧张。

新华社专特稿

世卫组织：

印度发现的一种变异新冠病毒扩散至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耶路撒冷5月12日电 以

色列总理办公室12日凌晨发表声明
宣布，以色列中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
混居城市卢德进入紧急状态。

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
凌晨与国防部长、公共安全部长、警方
负责人、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总检
察长等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决定
宣布卢德进入紧急状态。此外，驻守
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部分以色列边防
警察将移防至卢德。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表示要“严厉
打击违法者”、增派地面部队，以“恢复
城市的宁静和秩序”。

自斋月以来，巴以双方冲突事件
持续发生。以色列各地的阿拉伯民众
举行抗议活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众
间暴力冲突增加。据以媒体报道，发
生在卢德的冲突已致一人死亡、多人
受伤。卢德市市长亚伊尔·雷维沃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地警察“对暴
动失去了控制”，犹太会堂和数百辆汽
车被烧毁。

本月10日，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
列警察再度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
（穆斯林称“尊贵禁地”）爆发严重冲
突，致300余人受伤。从10日晚开
始，加沙地带武装力量不断向以色列
境内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持续对加
沙地带进行军事打击，冲突已造成以
色列方面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巴
方3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以色列宣布中部城市
卢德进入紧急状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
示，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
口为8.8亿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总
规模仍然较大；人口平均年龄为
38.8岁，依然年富力强。

“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
口红利继续存在。”国务院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
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
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社
会抚养负担较轻，为经济发展创造
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从总量上看，与2010年相比，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
人。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
出，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我国
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60岁及
以上人口中，60岁至69岁的低龄
老年人口占55.83％。

“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
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
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
大。”宁吉喆说。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
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认为，
国家提出延迟退休，如果男性和女
性最终退休年龄一致，释放出的性
别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人口变成大
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又得到增加
和补充。

目前我国育龄妇女3亿多人，
每年能保持1000多万的出生人口
规模；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效，出生
人口数量快速回升；近10年我国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等积
极因素将支撑人口总量保持增长……
这都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人口资源仍
然充沛，人口红利将继续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口素质不断
提高，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

普查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素
质显著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限从 2010 年的 9.67 年提高至
10.75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
下降为2.67％；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
度 的 人 口 达 3.85 亿 人 ，占 比 为
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
分点。

“我国现有相当大规模的劳动人
口，通过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和全民健
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将持续释
放人才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
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说。

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改善支撑
型的人才红利作用更加凸显。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
出重要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优化人
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
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
计师曾玉平表示，随着人口素质的提
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人
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
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
构升级、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推动人口
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
我国人口红利是否就要消失？

5月11日，人们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一处加油站排队加油。
美国大型燃油运输管道运营商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日前遭到网络黑客

攻击，被迫关闭旗下成品油管道干线。美国东海岸多州加油站11日供应短
缺，不少民众出于恐慌排队抢购汽油。 新华社/法新

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全国医生
联盟主席埃德温·索拉诺11日警告，
由于遭遇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全国
医院收治新冠患者的病床告急。

据路透社报道，哥斯达黎加当天
报告新增新冠死亡病例26例，创疫情

暴发以来单日死亡病例最高纪录。
索拉诺呼吁政府关注医院重症监

护床位紧张状况。他说：“疫情已经超
过我们医疗系统的承载能力。新冠病
人没有床位，没有重症床位……形势
不稳定且严峻。”

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激增促使许多
医生呼吁“封城”。但哥政府担心，更
多防控限制措施会进一步冲击已经受
疫情重创的经济，尤其是期待美国、欧
洲游客涌入的旅游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亚历山
大·索利斯说，发布红色警报“无法解
决我们正在经历的状况”，反而会导致

“国家即刻瘫痪”。
哥斯达黎加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7.3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达3456例。
新华社微特稿

疫情加剧

哥斯达黎加医院病床告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