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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21-4

注：原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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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后段停电日期更改为05月28日；

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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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后段停电日期更改为05
月29日；

原定 0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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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原定 05 月 28 日 07:00-19:00 停电：
35kV芳水线停电变更为05月29日06:00-
05月31日19:00；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
告查询并谅解。

05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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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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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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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29日06:00-05月31日19:00停
电：35kV芳水线；

05月30日07:20-17:00停电：10kV高
士线青洋路#9环网柜:高士线1110开关前
段（停电范围：德嘉置业等红梅等相关地段）；

10kV青龙线青龙橡胶厂389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龙澄污水处理、光裕房地产开发、
龙信海诚置业等丁堰、青龙等相关地段）；

08:00-17:30停电：10kV港池一线镇
南西G110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恒凯房产
开发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阳澄线全线（停电范围：西夏金苑
部分、双峰工具厂、超利工具厂等西夏墅等相
关地段）；

10kV翠屏线沟湾村994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德美工具、亮迪科技、扬帆硬质刃具等
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香山一线西夏墅变至罗溪马家村
553开关至香山欣园#1中 01开关（停电范
围：鑫海置业发展、新希望工具产业发展、西
夏墅工具投资发展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阿里线全线（停电范围：丽江茗园
部分、景西华庭部分、恒凯房产开发等西夏墅
等相关地段）；

10kV丽江一线香山福园3号中间变电
所：丽江路1号柜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丽江茗园部分、丽江花园部分、西夏墅中学等
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5月31日07:00-15:00停电：10kV前
舍线塘里15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东南村委
会、池上村委会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港池一线东直街A1441 开关后
段、西夏墅小戴家G1167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八达畜禽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庙前线锁石
站B1118开关至庙前电站B1344开关（停电

范围：龙标汽车附件、郑陆镇人民政府、焦溪
自来水厂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7:30-16:30停电：10kV大观线健身
路#3环网柜：玉带路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玉带路公寓部分、青少年业余体育学
校、人口与家庭发展中心等天宁、荷花池等相
关地段）；

06月01日07:30-15:30停电：10kV青
龙线翠竹变至青龙橡胶厂389开关至龙城大
道#10环网柜：青龙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
社会救助服务中心、亚通铜业、第一中学等青
龙等相关地段）；

06月02日07:00-18:00停电：10kV新
庄线6号杆后段（停电范围：白云新村部分、
钟楼区环境卫生管理处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08:00-13:00停电：10kV延东线延陵
东路#1环网柜：洗米弄分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天城物业、天宁禅寺、城市照明管理
处等天宁、元丰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璞和一线璞
樾和山花苑1号中间变电所：璞樾和山花苑2
号变I段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璞樾和山
花苑部分等茶山等相关地段）；

06月03日07:00-17:30停电：10kV蓝
天线元蓝天G1158开关至长江路#1环网柜：
蓝天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花之园部分、星
盛家园部分、华府家园部分等五星等相关地
段）；

10kV华府线新庄陈家塘707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白云东苑部分、星盛家园部分等

五星等相关地段）；
10kV云东线美嘉服饰A1598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白云东苑部分、白云新村部分等
五星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宝第线怀德
中路#3环网柜：怀德苑中I段113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怀德苑部分、钟楼民防局、宸纬物
业管理等永红、怀德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东古线东古
B1441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圣曼干燥设备工
程、郑陆特种纺机专件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6月04日09:15-12:30停电：10kV
璞丽二线西仓街3号环网柜：璞丽二线1110
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西直街部分、宣家弄部
分、西圈门部分等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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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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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30日07:30-17:00停电：10kV青龙
线高士村委配变；

05月31日08:00-14:00停电：10kV地苑
线都市排水FJ00405开关后段；

06月01日08:00-13:00停电：10kV新市
线邹区泰村港口电站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香槟二线香槟
湖#11组合式箱变：0.4kV Ⅱ段402开关后段；

10kV灯东线邹区五段头配变、戴庄五段
头2#配变（临检）；

06月02日08:00-13:00停电：10kV龙潭
线邹区戴庄王家村配变；

06月03日08:00-15:00停电：10kV先行
线50号杆支线侧；

06月04日08:00-15:00停电：10kV达
立线2号杆支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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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市新华昌集装箱运输
有限公司遗失苏D1978挂
(黄)的营运证，号码：常字
12311114，声明作废。
△金坛市城西华一钢筋加工
厂遗失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823017070， 声 明
作废。
△江苏鸿博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
明作废。
△天宁区茶山云姐食品便利
店遗失320402000202007
160026号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声明作废。
△常州市艳阳天广告有限公
司遗失320400722803833

号税务登记证副本，声明
作废。
△徐雷艇遗失32043037号
武进检察院工作证，声明
作废。
△常州市纯洁副食品商店遗
失320402000201408080
023号营业执照正本，声明
作废。
△张佳钰遗失P320498915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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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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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后段停电日期更改为05月28日；

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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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后段停电日期更改为05
月29日；

原定 0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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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原定 05 月 28 日 07:00-19:00 停电：
35kV芳水线停电变更为05月29日06:00-
05月31日19:00；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
告查询并谅解。

05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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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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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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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29日06:00-05月31日19:00停
电：35kV芳水线；

05月30日07:20-17:00停电：10kV高
士线青洋路#9环网柜:高士线1110开关前
段（停电范围：德嘉置业等红梅等相关地段）；

10kV青龙线青龙橡胶厂389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龙澄污水处理、光裕房地产开发、
龙信海诚置业等丁堰、青龙等相关地段）；

08:00-17:30停电：10kV港池一线镇
南西G110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恒凯房产
开发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阳澄线全线（停电范围：西夏金苑
部分、双峰工具厂、超利工具厂等西夏墅等相
关地段）；

10kV翠屏线沟湾村994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德美工具、亮迪科技、扬帆硬质刃具等
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香山一线西夏墅变至罗溪马家村
553开关至香山欣园#1中 01开关（停电范
围：鑫海置业发展、新希望工具产业发展、西
夏墅工具投资发展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阿里线全线（停电范围：丽江茗园
部分、景西华庭部分、恒凯房产开发等西夏墅
等相关地段）；

10kV丽江一线香山福园3号中间变电
所：丽江路1号柜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丽江茗园部分、丽江花园部分、西夏墅中学等
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5月31日07:00-15:00停电：10kV前
舍线塘里15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东南村委
会、池上村委会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港池一线东直街A1441 开关后
段、西夏墅小戴家G1167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八达畜禽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庙前线锁石
站B1118开关至庙前电站B1344开关（停电

范围：龙标汽车附件、郑陆镇人民政府、焦溪
自来水厂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7:30-16:30停电：10kV大观线健身
路#3环网柜：玉带路支113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玉带路公寓部分、青少年业余体育学
校、人口与家庭发展中心等天宁、荷花池等相
关地段）；

06月01日07:30-15:30停电：10kV青
龙线翠竹变至青龙橡胶厂389开关至龙城大
道#10环网柜：青龙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
社会救助服务中心、亚通铜业、第一中学等青
龙等相关地段）；

06月02日07:00-18:00停电：10kV新
庄线6号杆后段（停电范围：白云新村部分、
钟楼区环境卫生管理处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08:00-13:00停电：10kV延东线延陵
东路#1环网柜：洗米弄分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天城物业、天宁禅寺、城市照明管理
处等天宁、元丰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璞和一线璞
樾和山花苑1号中间变电所：璞樾和山花苑2
号变I段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璞樾和山
花苑部分等茶山等相关地段）；

06月03日07:00-17:30停电：10kV蓝
天线元蓝天G1158开关至长江路#1环网柜：
蓝天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花之园部分、星
盛家园部分、华府家园部分等五星等相关地
段）；

10kV华府线新庄陈家塘707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白云东苑部分、星盛家园部分等

五星等相关地段）；
10kV云东线美嘉服饰A1598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白云东苑部分、白云新村部分等
五星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宝第线怀德
中路#3环网柜：怀德苑中I段113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怀德苑部分、钟楼民防局、宸纬物
业管理等永红、怀德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东古线东古
B1441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圣曼干燥设备工
程、郑陆特种纺机专件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6月04日09:15-12:30停电：10kV
璞丽二线西仓街3号环网柜：璞丽二线1110
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西直街部分、宣家弄部
分、西圈门部分等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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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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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30日07:30-17:00停电：10kV青龙
线高士村委配变；

05月31日08:00-14:00停电：10kV地苑
线都市排水FJ00405开关后段；

06月01日08:00-13:00停电：10kV新市
线邹区泰村港口电站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香槟二线香槟
湖#11组合式箱变：0.4kV Ⅱ段402开关后段；

10kV灯东线邹区五段头配变、戴庄五段
头2#配变（临检）；

06月02日08:00-13:00停电：10kV龙潭
线邹区戴庄王家村配变；

06月03日08:00-15:00停电：10kV先行
线50号杆支线侧；

06月04日08:00-15:00停电：10kV达
立线2号杆支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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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市新华昌集装箱运输
有限公司遗失苏D1978挂
(黄)的营运证，号码：常字
12311114，声明作废。
△金坛市城西华一钢筋加工
厂遗失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4823017070， 声 明
作废。
△江苏鸿博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
明作废。
△天宁区茶山云姐食品便利
店遗失320402000202007
160026号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声明作废。
△常州市艳阳天广告有限公
司遗失320400722803833

号税务登记证副本，声明
作废。
△徐雷艇遗失32043037号
武进检察院工作证，声明
作废。
△常州市纯洁副食品商店遗
失320402000201408080
023号营业执照正本，声明
作废。
△张佳钰遗失P320498915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 5 月 26 日同黑山总统久卡诺维奇通电
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黑山建交以来，双
方始终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机
制带动下，两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
重点领域合作成果突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双方相互支持，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等方面开展了良好合作。中方愿继续为黑
山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推动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
情，中国愿同黑山传承友好情谊，巩固政治
互信，持续深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领域务实
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得到新发展，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应在多边事务中保持
密切配合，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致力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前不久举行的中国－中东
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我同总统先生以及
与会领导人达成广泛共识，为合作机制发展
作出重要规划。今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年”，中方支持黑
山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环保合作机制牵
头国发挥积极作用，愿同黑山一道，落实好
峰会共识和成果，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久卡诺维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国必将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黑中
两国友谊深厚，是真正和真诚的好朋友。黑
山赞赏中方始终秉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
则，赞赏中方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符合国情的
发展道路，感谢中方为黑山经济社会发展以
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支持。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东欧国家－中国合作机制
给黑山等地区国家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和
实惠实在的利益。黑山愿同中方继续推进
基础设施、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
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黑山开展投资合
作。黑山愿继续积极参与并坚定推动中东
欧国家－中国合作深入发展，坚定维护多边
主义。我对黑中两国和中东欧国家－中国
未来合作更加蓬勃发展充满信心。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5月26日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通电话。

习近平请桑切斯转达对费利佩六世国
王的亲切问候。习近平指出，中西互为重要
战略伙伴和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应该相互理
解、相互支持。中方愿同西方扩大双边贸易
往来，积极推进港口物流、智慧城市、清洁能
源等合作项目，加强同拉美、非洲第三方合
作，深化两国人文交流。

习近平强调，虽然发生了新冠肺炎疫
情，但中欧务实合作显示出巨大潜力。可以
预见，未来中欧关系既拥有新的机遇，也面
临各种挑战。关键是要牢牢把握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大方向，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合作
共赢的主基调。希望西班牙政府为推动中

欧关系行稳致远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共产党同 160 多个国家的
560 多个政党保持友好关系。双方应加强
政党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
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完善全球治
理贡献智慧。

桑切斯转达费利佩六世国王对习近平
的诚挚问候，表示去年以来，西中两国经历
了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两国关系保持了良好
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显著成果，西班牙
对华农产品出口大幅增长。面对疫情带来
的严峻挑战，各国更加需要团结合作，维护
多边主义。西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
强经贸合作，深化文化、人文领域交流，欢迎
中国企业赴西班牙投资合作。西方愿为推
动欧中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
用。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5月26日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
尼两国坚定支持彼此抗疫努力，深入开展抗
疫合作，彰显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精
神。近期，南亚疫情出现新一轮暴发，尼泊
尔也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
以及民间机构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向尼方提
供急需的医疗物资设备和疫苗，同尼方分享
疫情防控和诊疗经验。中方将继续为尼方
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相信尼泊尔人民
一定能够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习近平强调，去年 12 月我同总统女士

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中方高度
重视中尼关系发展，愿同尼方分享中国发展
机遇，加快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跨喜
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推动两国面
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
合法席位 50 周年，中方不会忘记尼泊尔给
予中方的宝贵支持，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
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尊重尼泊尔人
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支持尼泊尔经济社会
发展。中方愿同尼方密切多边协作和配合，
坚定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
同利益。

班达里代表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热烈祝
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表示在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摆脱贫困、外空探测等方面取得举
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中国将继续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取
得更大成功。尼中是世代友好的战略伙
伴，尼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
进行任何反华活动。尼方感谢中方为尼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宝贵支持和帮助，
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理念，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
对尼成功国事访问取得的重要成果，推动
尼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助力两国实现共
同发展和持久繁荣。

习近平分别同黑山总统、西班牙首相、尼泊尔总统通电话
新华社莫斯科5月25日电 俄罗斯总统网站25日发

布消息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将于 6 月 16 日在瑞
士日内瓦举行会晤。

俄总统网站说，双方领导人将在会晤中讨论俄美关系
现状和进一步发展前景、战略稳定、抗击新冠疫情合作以及
地区冲突调解等问题。

美国白宫 25 日确认会晤消息。白宫在一份简短声明
中说，美国寻求在美俄关系中恢复可预见性和稳定，双方领
导人将在会晤中讨论一系列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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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美总统将于6月16日
在日内瓦举行会晤

韩国现阶段正推进新冠疫苗接种。为避免有人预约后
因故没有接种浪费名额，韩国将于27日开通邻近接种点剩
余疫苗数量实时查询及预约服务，供有意接种者“捡漏”。

据《韩国先驱报》25日报道，韩国政府与韩国互联网企
业 Naver 以及社交软件公司 Kakao 合作，将在 Naver 网
站、Naver 地图手机应用、聊天软件 KakaoTalk 和 Kakao
地图手机应用上提供使用者所在位置附近接种点的疫苗余
量信息，用户在手机应用上验证身份后可预约疫苗接种，一
旦选定的接种点出现预约者没有接种的情况，系统会发出
提示，供查询者“捡漏”。KakaoTalk 用户可查询至多 5 个
接种点的“捡漏”信息。

现阶段“捡漏”服务仅提供阿斯利康疫苗的实时余量查
询及预约服务。没有资格“捡漏”的人包括已经开始接种程
序或已经预约接种的人以及不能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 30
岁以下人士。

由于眼下疫苗供应量有限，韩国现阶段接种主要针对
老年人和社会服务人员，预期下半年接种将主要针对企业
员工。因此，对于不属于优先接种群体的人，“捡漏”服务可
让更多人受益，也可减少接种名额浪费。

韩国 2 月 26 日启动全国范围的新冠疫苗接种，目标是
6月底前为1300万人接种，11月底前实现群体免疫。

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将开通
新冠疫苗“捡漏”服务

日本多个都道府县的新冠疫情紧急
状态 31 日即将到期，鉴于疫情依然严
峻，东京都、大阪府希望继续延长紧急状
态。

东京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近
期呈下降趋势，25 日新增 542 例确诊病
例。不过，截至 25 日的 7 天日均新增感
染人数超过 600，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东京都政府担忧，一旦解除疫情紧急状
态，新增病例趋势将在短时间反转上升。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26 日告诉
媒体记者，打算向中央政府申请继续延
长紧急状态，“尽管（现行紧急状态举措）
有一定效果，但疫情仍未平息，而且也要
考虑疫苗接种进度”。

日本新冠疫苗接种速度缓慢，迄今
完成 2 剂接种的人数仅占总人口大约
2％。

大阪府 25 日决定申请继续延长紧
急状态，那里最近一周日均新增确诊病
例大约 400 例。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
说，由中央政府决定紧急状态延长多久，
但短时间的紧急状态不足以遏制疫情蔓
延。

厚生劳动省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现有1413例新冠重症病例，为疫情
以来最高纪录。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 26 日
说，将参考专家意见决定是否延长紧急
状态。按共同社的说法，日本政府打算
延长东京都、大阪府等 9 个都道府县的
紧 急 状 态 ，可 能 延 至 6 月 13 日 或 20
日。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多地拟
再延长紧急状态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5 日电 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检察长卡尔·拉辛25日宣布对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发起
反垄断诉讼，指控亚马逊反竞争的定价政策损害第三方卖
家利益、抬高商品价格、扼杀整个在线零售市场的创新。

起诉书称，亚马逊通过合同条款和政策，防止第三方卖
家在任何其他在线平台以更低价格或更优惠条件提供商
品，以此锁定在线零售价格。

拉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亚马逊利用其在在线零售市
场的主导地位，以损害第三方卖家和消费者利益为代价，实
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损害竞争、扼杀创新，并以非法方
式使市场环境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倾斜。

声明说，亚马逊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超过200
万第三方卖家依赖亚马逊的在线市场。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亚马逊一名发言
人发表声明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检察长说法不对，卖家
在亚马逊平台的产品是自己定价的。

美国国会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此前对亚马逊、脸
书、谷歌和苹果公司进行了长达 16 个月的调查，并于去年
10月发布报告说，四大科技巨头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抑制竞
争、扼杀创新。去年 10 月，美国司法部对谷歌公司发起反
垄断诉讼；去年 12 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脸书公司发
起反垄断诉讼。

美国首都检察长对
亚马逊发起反垄断诉讼

悼念
弗洛伊德

5月25日是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跪颈”执法致死一周年。近来，
美国民众在事发地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悼念集会，对政府在消除暴力执法和保障种族平等方面的进展
迟缓表达不满。

目前，弗洛伊德案主犯德雷克·肖万被控谋杀等所有罪名已成立，但其量刑仍不确定，对其他3名涉
案前警察的审判则被延期。与此同时，由于国会两党争斗激烈，以弗洛伊德名字命名的警务改革法案在
参议院受阻。一年来的抗争只换来有限的进展，美国种族歧视的顽疾仍旧根深蒂固。 新华社／路透

英国一名毒贩在加密网络“晒”一种高端奶
酪的照片，不料警方发现照片后经由分析他的指
纹和手掌信息确认其身份，把他抓捕归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日以英国默西赛德郡
警察局为消息源报道，这名毒贩名为卡尔·斯图尔
特，现年39岁，来自利物浦市。斯图尔特先前在一
家知名零售商店发现一种名为斯蒂尔顿奶酪的高
级奶酪，就把一块奶酪放在手上拍照，并用手机把照

片上传至一个从事不法活动的加密移动网络。
在多个欧洲国家警方协同开展的打击有组织犯

罪的“威尼斯行动”中，警方破解了这个加密网络。英
国警方随后发现奶酪照片，分析照片中的手掌和指纹
信息后，确认斯图尔特身份，成功将其抓获。

斯图尔特被捕后承认犯下共谋提供毒品及
转移犯罪所得财产等罪行，本月 21 日获判 13 年
零6个月监禁。 新华社微特稿

“晒”奶酪暴露指纹 英一毒贩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