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20-4

注：原定05月20日13:00-16:00停电：10kV
渡口线圩塘顾村东配变停电时间更改为05月20日
08:00-12:00;

原定05月19日08:00-14:00停电：10kV地苑
线都市排水FJ00405开关后段停电日期更改为05月
24日；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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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22日07:30-13:30停电：10kV平岗线勤业
西路#4环网柜：勤业西路#5柜1120开关至勤业西路
#5环网柜：勤业西路#4柜1110开关、勤业西路#4环
网柜：平岗周家村南箱变1130开关后段、平岗周家村
箱式变1140开关后段、城市照明管理115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平岗花苑部分、周家村教工宿舍部分、周家
村绝缘厂宿舍部分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07:30-1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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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环
网柜：飞龙东路#24柜1130开关后段、健身路#5环
网柜：坛园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坛园新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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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0-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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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等相关地段）；

05月24日07:30-13:30停电：10kV电视线清
潭路#11环网柜：电视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新华苑部分、西城部分、越友苑部分等永红等相关地
段）；

10kV小河线汤家鑫都C1835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美墅园部分等小河等相关地段）；

07:30-15:30 停电：10kV 庙前线吴下桥东
B1117开关-锁石站B1118开关（停电范围：岳宏纺
织、江海环保、向阳水泥制品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5月25日07:30-13:00停电：10kV谭墅线谭市
新村651开关至城市中央美居1号中02开关（停电范
围：城西地区综合改造等花园、五星等相关地段）；

10kV凌东线怀德中路#18环网柜：怀德中路#9
箱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谭墅村委会等五星等
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延东线延陵东路#1
环网柜：延陵东路#2柜1120开关至延陵东路#3环
网柜：延陵东路#2柜1110开关（停电范围：好好物
业管理、文化宫广场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8:30-14:30停电：10kV胜利线万福路#7环
网柜：锅炉支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荷花池街道
办事处、排水管理处、五星街道新中村村民委员会等
荷花池、五星等相关地段）；

05月26日07:30-13:30停电：10kV城中线晋
陵中路#5环网柜：雪洞巷支1150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天井巷部分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10kV日月线申江路99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腾
浩电子、西夏墅实业、大晋涂层科技等西夏墅等相关地
段）；

10kV绥南线张家777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德尔
松环保工程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石巷线金牛研磨G1068开关前段（停电范
围：青海量具、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新美水务等西夏墅
等相关地段）；

05月27日07:30-14:30停电：10kV迎宾线江南
春宾馆61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江南公寓部分、福宇
精密模具、强声纺织等兰陵、永红等相关地段）；

07:50-14:30停电：10kV新沟线朱屯下B1132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东干机械、豪迈环保工程等郑陆

等相关地段）；
05月28日07:00-19:00停电：35kV芳水线；
07:00-15:00停电：10kV港池二线西夏墅刘园

里G1170开关至香山福园1号中间变电所：港池二线
1110开关（停电范围：西夏墅工具研究所、西夏墅镇卫
生院、西夏墅镇人民政府等三井、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河镇线通达A134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通达医疗器材、强生制药机械、宝
华干燥机械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8:00-15:30停电：10kV金黄线和平中路#1
环网柜：金黄线出线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浦
南南村部分、欧尚超市、救助管理站等兰陵、茶山等
相关地段）；

10kV浦南线中吴大道#65环网柜：郊区计经
委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浦南南村部分、兰
陵街道办事处、外汽常众汽车销售服务等兰陵、茶山
等相关地段）；

08:30-16:30停电：10kV圩渡线盘头村401
开关至新北江堤管理C1733开关至常茂生化164
开关（停电范围：英科环境科技、民生环保科技、农用
激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三井、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常茂线全线（停电范围：常茂生物化学工
程股份、民生环保科技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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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22日08:00-13:00停电：10kV灯溪线邹区

岳溪蒋家村配变；
05月24日08:00-14:00停电：10kV地苑线都

市排水FJ00405开关后段；
08:00-15:00停电：10kV盛世线晋陵北苑#2变

电所：#2配变1020开关后段；
05月25日08:00-14:00停电：10kV立新线勤

业西路12号环网柜：勤业159幢支1140开关后段；
09:00-15:00停电：10kV孝都线44号杆后段、

魏村闸北站配变（临检）；
05月26日08:00-14:00停电：10kV丽华线朝

阳61-2幢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红菱线晋陵北苑#2变
电所：#1配变1010开关后段；

10kV白云线云祥桥西支线5号杆后段、怀德中路
#3箱式变；

08:30-13:00停电：10kV灵宝线成王支线9号
杆后段；

09:00-14:00停电：10kV魏安线60号杆支线侧；
05月27日07:30-13:30停电：10kV体育线劳动

西路#2箱式变：配变101开关后段；
08:00-14:00停电：10kV孟庄线勤业133幢

配变；
10kV梧岗线宗家头开关支线12号杆三皇庙宗家

头支线、吉春医用开关支线9号杆江湖化工支线；
08:00-16:00停电：10kV西二线9号杆五上支

线搭头后段；
05月28日07:30-13:30停电：10kV孟庄线勤

业127幢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灯丰线19号杆四

毛配变支线侧；
10kV光辉线邹区后街岳西路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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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市国伟远大兽药经营部遗失320421197105060553
号税务登记证正本，声明作废。
△钟楼区五星吉居建筑工程服务部遗失公章，编号：
3204114965816，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天宁区青龙影的理发店遗失320402000202008040025号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常州良越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2321173535B）决定将注册资本
50万元人民币减至1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请
求，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常州良越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9日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恒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常州金坛支行装修项目已竣工
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
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6月20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金坛区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反
映，联系电话：0519-82698603。

常州市恒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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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b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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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动产2021年6月22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新北区大名城46幢105室不
动产及车3-98号、车3-99号不动产（建筑面
积：365.58㎡）

2、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
动产于2021年6月23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锦龙湾花园12幢丙单元3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26.8㎡）
(2)常州市金坛区愚池新村1-103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71.57）
3、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

产于2021年6月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不动产2021年6月22日10时
起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五菱牌 LZW6388NF 小型面包车
1辆

（2）常州市光华世家4幢1408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75.84㎡）

（3）常州市玉隆花园1幢甲单元16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39.83㎡）

（4）常州市坛园8幢501室不动产（建筑
面积88.26㎡）

（5）常州市花园新村156幢乙单元601
室不动产（总建筑面积212.26㎡，其中阁楼面

积92.18㎡）
（6）常州市香槟置业广场5-110不动产（建

筑面积832.67㎡）
（7）常州市魏村花苑6幢甲单元502室不

动产（总建筑面积203.52㎡，其中阁楼面积
78.34㎡）

（8）常州市中源大厦B-906不动产（建筑
面积238.08㎡）

（9）常州市奥林匹克花园105幢丙单元6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38.73㎡）

（10）常州市迎宾秀园6-105号不动产（建
筑面积116.39㎡）

（11）常州市迎宾秀园6-106号不动产（建
筑面积116.39㎡）

（12）整体拍卖常州市迎宾秀园6-107、6-
108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205.92㎡）

（13）整体拍卖常州市迎宾秀园6-101、6-

102、6-103、6-109号不动产（总建筑面积
1251.38㎡）

（14）常州市小河沿8号-地1450号不动产
（建筑面积8.17㎡）

（15）杭州市城北商贸园41幢5单元3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02.7㎡）

（16）拆分拍卖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558
号4号楼1103号（建筑面积82.60㎡）、1104号
（建筑面积82.60㎡）、1105号（建筑面积127.16
㎡）、1106号（建筑面积58.38㎡）、1203号（建筑
面积82.60㎡）、1204号（建筑面积82.60㎡、1205
号（建筑面积127.16㎡）不动产。

4、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21年6月22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动产于2021年6月3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苏DBL789宝马汽车一辆

(2)苏DC9G08嘉恒塞纳小型普通客车一辆
（3）常州市钟楼区清潭商业中心2-133号、

2-206号、3-123号不动产（建筑面积分别为:
59.3㎡、81.33㎡、98.22㎡）

5、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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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颐和世家花苑16幢甲单

元16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77.47㎡）
②常州市金坛区华城嘉园4-1007室不动

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96.99㎡）
（2）不动产于2021年6月18日10时起至

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金坛区直溪镇振兴北路不动产（不

动产权证号：CZ0001438、坛国用（2006）第2746
号）（建筑面积：903㎡）

6、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

2021年6月2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动产于2021年6月3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溧阳市天目湖旅游度假区香樟路清溪园
16-B别墅（建筑面积266.01㎡）

(2)溧阳市南渡镇凯浪苑二区19幢2单元
202室住宅用房（建筑面积125.92㎡）

(3)车辆识别码为SCBEN53W1FC047312
的宾利牌轿车一辆

(4)车辆识别码为WAU8FD8T0EA054226
的奥迪牌轿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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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新华社新德里 5 月 19 日电 印
度卫生部 1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过
去 24 小时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67334 例，累计确诊 25496330 例；
新增死亡病例 4529 例，创该国疫情
暴发以来单日死亡病例数新高，这也
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单日死亡病例数
最高，累计死亡283248例。

近日印度疫情数字呈现分化趋
势。自 17 日开始，印度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连续 3 天降至 30 万例以下，
但单日死亡病例数不断升高，3 天
内 连 续 突 破 4100 例 、4300 例 和
4500 例。

《印度斯坦时报》在19日的报道
中指出，过去 24 小时印度单日死亡
病例数超过了今年 1 月 20 日美国创
下的 4400 例的全球纪录。《印度时

报》当天还援引印度官方数据称，过
去一周里该国仅15日报告的死亡病
例数低于4000例。

与 此 同 时 ，印 度 官 方 18 日 表
示，过去两周内约 200 个地区报告
的新增确诊病例有所下降。《印度快
报》援引印度疫情工作组发言人保
罗博士的话说，印度疫情曲线正在
趋于稳定。

尽管如此，一些国际媒体认为，印
度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和相关死亡数
据仍被低估，因为印度某些地方长期
存在检测不足或瞒报现象，并一直将
死亡病例归咎于其他原因。此前德新
社援引专家的分析报道说，印度实际
感染和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据的数
倍，因为近期疫情迅速蔓延的农村地
区没有条件检测新冠病毒。

创全球新高
印度单日新冠死亡病例超4500例

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宗
教顾问马哈茂德·哈巴什接受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记者采访时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武装
组织与以色列的冲突会在某一时刻停止，但
只要巴勒斯坦问题没能全部解决，战火还会
重燃。

卫星通讯社 19 日援引哈巴什的话报
道：“（以军）现阶段对加沙地带的进攻或早
或晚都会结束。但 只 要 主 要 问 题 —— 占
领——没有解决。冲突近期或远期会再次
爆发。”

在哈巴什看来，现阶段，国际社会对加

沙地带和巴勒斯坦其他被占领区域的冲突
所作反应还不够，巴勒斯坦当局将继续争取
国际支持，从而“保护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
人民的合法权利”。巴勒斯坦方面主张建立
一个以 1967 年战争之前边界为基础、以东
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巴以流血冲突 10 日以来不断升级，造
成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大量人员伤亡。据报
道，截至 18 日，双方冲突已致以方 12 人死
亡、100 余人受伤，加沙地带巴方 213 人死
亡、1400余人受伤。

法国总统府 18 日晚在一份声明中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埃及总统塞西和约旦国王
阿卜杜拉二世已就一份有关巴以冲突的联
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达成一致。三方就三
个基本点达成共识：冲突必须停止，现在是
时候实现停火，安理会必须处理。

法新社 19 日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联合国外交官的话报道，除呼吁停火，这份
决议草案还敦促“为亟需帮助的人们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

联合国大会定于20日讨论巴以冲突。
美国 16 日第三次阻止安理会通过一项

呼吁巴以停火止暴和保护平民的联合声

明。安理会 18 日就巴以冲突举行闭门磋
商，其间法国代表提议通过有关巴以冲突的
决议。多名联合国外交官告诉路透社记者，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
尔德在同一场会议期间说，“此时发布公开
声明”无助缓和局势。

针对美国近期就巴以问题的有关言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8 日说：美方非
但不积极作为阻止巴以冲突，甚至还准备火
上浇油；美方在安理会已陷入空前孤立，完
全站在了人类良知、道义的对立面。

新华社专特稿

巴勒斯坦总统顾问：

占领问题不解决 巴以战火还会重燃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18 日为规模达 1740 亿美元的
电动车支持计划站台，呼吁为新建更多电池工厂提供资助。

拜登当天在福特汽车公司位于密歇根州的电动车厂为
他推出的电动车支持计划摇旗呐喊：“我们将为电动车设置
新速度。”

拜登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将在争取未来的竞赛
中领先还是落后；我们将在美国制造电动车及其电池，还是
依赖他国。”

路透社分析，拜登前往汽车业腹地宣传电动车支持计
划，旨在安抚担心失去工作岗位的汽车工人。

拜登 3 月 31 日宣布政府电动车支持计划，包括 1000
亿美元的消费者购车优惠、耗资 150 亿美元的充电桩建设
以及校车和公交车电气化计划。

白宫一份说明文件显示，拜登将取消高价豪华电动车
的购车优惠政策。现行 7500 美元税收抵免适用于所有电
动车，但在电动车厂商售出20万辆电动车后失效。特斯拉
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达到这一销售目标后，都不再享受这
项优惠政策。

美国政府计划到 2030 年建成 50 万处电动车充电桩，
分布在公寓楼和公共停车场。另外，美国政府计划投入
450亿美元，把大量校车和公交车电气化；计划为提高联邦
政府用车中的电动车比例提供补贴。

这份说明文件显示，电动车支持计划还拟为在美国新
建电池工厂提供补贴，为已关闭的汽车工厂改造成电动车
整车和零部件工厂提供补贴。 新华社专特稿

拜登推介1740亿美元
电动车计划

新华社布鲁塞尔 5 月 18 日电 欧盟 27 国外长
18 日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紧张局势举行线上非正
式会议，但未能形成统一立场。

本次欧盟外长会起草了一份共同声明，并得到
26 个欧盟成员国的支持。由于匈牙利支持以色列
并一票否决了这份共同声明，欧盟无法就巴以局势
形成统一立场。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如图）在
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引述了这份共同声明的
内容，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立即停止一切暴力活

动并实现停火。他说，呼吁巴以停火的目的是保护
平民，并为加沙地带打开畅通的人道主义通道。

博雷利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安全需要真
正的政治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带来和平。他呼
吁重启政治进程，探索冲突各方重新接触并制定建
立互信的措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重启被长期
搁置的和平进程开辟道路。

连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武装组织与以色列
的严重冲突持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
大量人员伤亡，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欧盟外长会未能
就巴以局势形成统一立场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8 日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 18 日以
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打击新冠肺炎疫情下反亚裔仇恨犯罪
的法案，并将其递交白宫。

这项法案名为《反新冠仇恨犯罪法》，由美国夏威夷州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广野庆子和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孟
昭文起草。当天在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法案以 364
票赞成、62 票反对获得通过，所有反对票都来自共和党众
议员。国会参议院今年 4 月也以压倒性优势通过这一法
案，仅一名共和党参议员投反对票。

根据法案，美司法部将设立专门职位加快对反亚裔仇
恨犯罪的审查；建立多种语言的在线仇恨犯罪举报系统；加
强各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关于仇恨犯罪的报告、追踪等；为提
高公众“疫情期间对仇恨犯罪的认识”提供指导意见，包括
如何避免使用种族歧视语言描述疫情。

孟昭文 18 日在记者会上说，过去的一年半“痛苦而挣
扎”，亚裔美国人被当成疫情替罪羊，遭到殴打、砍伤、吐口
水，甚至被纵火和杀害，这些针对亚裔的仇恨和暴力行为令
人作呕。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预期最早将于20日签
署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此前，白宫已公开表示支持这
一法案。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发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歧视、骚
扰和暴力事件不断增加，迄今未见消减迹象。据密歇根大
学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对亚裔的刻
板印象浮出水面，政客的污名化言论导致对亚裔敌意加
剧。报告说，在去年以来见诸新闻报道的反亚裔事件中，华
裔在受害者中占58％，比例最高。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
打击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

因医务人员失误，意大利一名
67 岁老年妇女接种了 4 份剂量的新
冠疫苗，没有出现特殊症状。

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 18 日报
道，这起事故 17 日发生在托斯卡纳
大区西部里窝那市一处接种点。老
人接种的是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
新冠疫苗。

托斯卡纳大区西北地区卫生部
门说，老人在接种点接受 1 小时观
察，没有出现特殊症状。她随后要求

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急诊室继续接
受观察，观察将持续数天。

这是意大利第二次发生接种疫
苗过量的事故。

本月 9 日，因护士疏忽，一名 23
岁女子在托斯纳卡大区马萨市一家
医院被注入 4 份剂量疫苗。按照这
名女子的母亲说法，这名女子连日
来出现脱水、乏力等症状。医生计
划 19 日上门诊断，出具更准确的诊
断书。

新华社微特稿

意大利再发生新冠疫苗过量接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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