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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86603740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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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于2021年7月
19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21年
7月5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凤凰湖壹号花园9幢2001室不动产（建筑

面积141.52㎡）
(2)常州染料化工厂有限公司所在厂区内的机器、设

备及附属设施等(详情参见淘宝网页面)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花市路28号乙单元4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47.57㎡）
（2）常州市钟楼区通江南路2号2510A室不动产及

室内装修、家具家电（建筑面积：88.75㎡）
（3）常州市钟楼区通江南路2号5001室不动产及室

内装修、家具家电（建筑面积：225.71㎡）
3、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溧阳市燕山国际花园36幢1单元202室住宅用

房（建筑面积116.75㎡）
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于

2021年7月6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
产于2021年7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延时除外）
展开竞价：

（1）梅赛德斯-奔驰WDCDA5GB小型越野客车
1辆

（2）奥迪牌FV6461ATG小型普通客车1辆
（3）常州市紫阳花园1幢丙单元1001室不动产（总

建筑面积258.82㎡，其中阁楼面积110.36㎡）
（4）常州市泰和之春苑55幢甲单元401室不动产

（施工编号 37 幢甲单元 401 室，合同约定建筑面积
422.40㎡）

（5）溧阳市嘉丰新城二区10幢2-401不动产（建筑
面积145.77㎡）

（6）上海市襄阳南路500号2207室不动产（建筑面
积43.95㎡）

5、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2021
年7月12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

（1）常州市金坛区紫竹苑39号不动产（建筑面积：
2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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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金坛区农机学校遗失办学许可证书，
证书号：3204828xx0007号，声明作废。
△常州市金坛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遗
失办学许可证书，证书号：3204828xx
0006号，声明作废。
△何宝牛遗失NO.XCKG2594436号常
州新城悦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据，
声明作废。
△朱玲娜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编号：
320404000200905260017、320404
000200905260023，声明作废。
△常州唯嘉健身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李瑾萱遗失P320242216号医学出
生证明，声明作废。
△陆海亮遗失2015年11月23日签发
的320482198203176952号身份证，声
明作废。

减资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2040032380701XF）经股东会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60000万元减至20000万元。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5日

减资公告
京海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400MA1R8KB872）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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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京海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6日

常州市武进区龙城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码：91320400692100255A）经公司股东
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金
5000万元，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20000万元减少至
15000万元。若有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请

向辖市区金融监督管理局提出（武进区金融监督管理
局联系电话：86312615）。

特此公告
常州市武进区龙城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6日

减 资 公 告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24-4

06月21日07:00-16:00停电：10kV春
江线出口加工区#2环网柜：春江线1110开
关前段（停电范围：综合保税区投资开发、嘉
迅物流、马可波罗客车制造等龙虎塘等相关
地段）；

10kV高博线出口加工区#4环网柜：高
博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福地亚采矿
设备、常裕光学实业、高博能源材料等龙虎
塘、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高博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巴奥米
特医疗器械、美克萨斯进出口等龙虎塘等相
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枫香一线梅
东电站G13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丰奕苗
木专业合作社、奔牛镇人民政府等奔牛等相
关地段）；

10kV新空线后肖119开关至空港六村#
1中02开关至空港八村1号中01开关（停电

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联东首港实业发展等
三井、罗溪等相关地段）；

06月22日05:30-15:00停电：10kV场
站线沈荣塘C1403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泰
尔盛新材料科技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10kV罗溪线全线（停电范围：光亚房产
开发、武晋化工机械、常航干燥设备等罗溪等
相关地段）；

05:30-15:30停电：10kV中投线全线
（停电范围：永丰新材料科技、燕进联运、贝德
莱特太阳能科技等罗溪、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中再线32号杆前段（停电范围：贺
家村村委会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07:00-13:00停电：10kV粤海一线全
线（停电范围：新工锻造、亘伽机械厂、粤海置
业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07:30-13:00停电：10kV广灵线全线
（停电范围：华恩铸件厂、如意灯饰厂、常禹电
子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安家二线安

家苑#1中间变电所：安家二线1210开关前
段（停电范围：安家苑部分、春江镇人民政府
等安家、春江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东岱线常金
路#12环网柜：北港小陆家塘支1130开关至
发得B1242开关至松涛苑#1中01开关至松
涛路2号环网柜：东岱线1110开关（停电范
围：港云投资管理、团宝商贸、申达经编等花
园、北港、五星、西林等相关地段）；

06 月 23 日 08:00-14:00 停电：10kV
后肖线惠志B155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巨
腾机械制造、绍鼎密封科技、万博塑胶等薛家
等相关地段）；

06月24日06:30-14:00停电：10kV东
宝线新桥陈家村A1392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城市照明管理处、宇宙塑料制罐、技师学
院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10kV锦海一线技师学院B1063开关至石
子街C1378开关（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
新达置业、黑牡丹置业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7:50-15:30停电：10kV西河线运河路
17号环网柜：西河线出线113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文亨花园部分等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10kV怀德线678开关支线6号杆后段
（停电范围：德馨花园部分等南大街等相关地
段）；

06月25日07:00-06月28日21:00
停电：110kV卞徳线；

06月25日06:30-14:30停电：10kV
西上线万福路#5环网柜：西上线出线1140
开关至斗巷01开关（停电范围：通济新村部
分、盛世古玩城市场、荷花池街道办事处等天
宁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6月21日08:00-17:00停电：10kV赣

西线高氏飞宇支线15号杆后段；
06月22日08:00-15:00停电：10kV普

利一线严林支线17号杆东四支线侧（临检）；
06月23日07:30-15:30停电：10kV腾

龙线堵军食品支线2号杆后段、邹区前王杨

家村2#配变（临检）；
08:00-12:00停电：10kV九龙线79号

杆至品恒车灯C1371开关（临检）；
08:00-14:00停电：20kV典雅一线府西

花园#2变电所：#1配变201开关后段（临检）；
10kV万绥线58号杆郑塔南支线后段（临

检）；
10kV丽江线孙家支线10号杆后段（临检）；
08:00-15:00停电：10kV光辉线39号

杆邹区薛家湾支线侧（临检）；
09:30-15:30停电：10kV南荫线65

号杆董家新村广场支线后段（临检）；
06 月 24 日 08:00-14:00 停电：20kV

典雅二线府西花园#2变电所：#2配变202开
关后段；

06月25日08:00-14:00停电：20kV
祁连线百馨西苑#2变电所：#1配变201开
关后段；

08:00-15:00停电：10kV安家线陈巷
村委支线2号杆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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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甘肃酒泉 6 月 16 日电 神
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于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和汤洪波三人组成。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
助理季启明 16 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举行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新
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季启明说，经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
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
汤洪波三人组成，聂海胜担任指令长，备
份航天员为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航
天员聂海胜参加过神舟六号、神舟十号
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刘伯明参加过神
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汤洪波是
首次飞行。

季启明说，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
征二号 F 遥十二火箭将于 16 日上午进
行推进剂加注。

季启明表示，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
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四次
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任务有以下主要目的：在轨验
证航天员长期驻留、再生生保、空间物
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轨维
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首
次检验东风着陆场的航天员搜索救援
能力；开展多领域的空间应用及实

（试）验；综合评估考核工程各系统执
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和性能，进一步
考核各系统间的匹配性和协调性，为
后续任务积累经验。

按计划，神舟十二号飞船入轨
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
接于天和核心舱的前向端口，与天和
核心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
体。航天员进驻核心舱，执行天地同
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驻留约 3
个月后，搭乘飞船返回舱返回东风着
陆场。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组
合体状态稳定，各项设备工作正常，具
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进驻条件。执行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各系统已
完成综合演练，航天员飞行乘组状态
良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已基本就绪。

飞行乘组确定

神舟十二号今日9时22分发射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中）、刘伯明（右）和汤洪波三人组成。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甘肃酒泉 6 月 16 日电 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在
16 日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截
至当日，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组合体已
在轨运行 17 天，目前状态良好，平台设备
工作正常，满足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交
会对接以及航天员进驻的条件。

季启明介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
号货运飞船入轨后，已按计划完成了 9
类 42 项测试，主要包括平台基本功能、
交会对接、航天员驻留、机械臂爬行与在
轨辨识、出舱功能以及科学实验柜等测
试内容，目前状态良好，平台设备工作正
常。组合体已调整到高度约 390 公里的
近圆对接轨道，建立起交会对接姿态和
载人环境。经分析确认，组合体满足与
神舟十二号交会对接以及航天员进驻的
条件。

天和核心舱提供了 3 倍于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的航天员活动空间，配备了 3
个独立卧室和 1 个卫生间，保证航天员日
常生活起居。在航天食品方面，配置了
120 余种营养均衡、品种丰富、口感良好、
长保质期的航天食品。就餐区域配置了
食品加热、冷藏及饮水设备，还有折叠桌，
方便航天员就餐。锻炼区配备有太空跑
台、太空自行车，用于航天员日常锻炼。
通过天地通信链路和视频通话设备，可实
现空间站与地面的双向视频通话和收发
电子邮件。在载人环境控制方面，相比前
期载人飞行任务，空间站核心舱配置了再
生式生命保障系统，包括电解制氧、冷凝
水收集与处理、尿处理、二氧化碳去除，以
及微量有害气体去除等子系统，能够实现
水等消耗性资源的循环利用，保障航天员
在轨长期驻留。

能够保障航天员在轨长期驻留

天和核心舱和天舟
二号组合体状态良好

聂 海 胜 ，
男，汉族，籍贯
湖 北 枣 阳 ，中
共 党 员 ，博 士
学位。1964 年
9 月出生，1983
年 6 月 入 伍 ，
1986年12月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2014年6月
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航天员大
队 大 队 长 ，现
为航天员大队
特 级 航 天 员 ，
专业技术少将

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师某团司令部领航主任，安全飞行
1480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1998年1月入选为我国
首批航天员。2003年9月，入选神舟五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
员。2005年10月，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同年11月被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

“航天功勋奖章”。2008年5月，入选神舟七号飞行任务备份
航天员。2012年3月，入选神舟九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
2013年6月，执行神舟十号飞行任务，担任指令长，同年7月，
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二级航天功勋奖章”。
2019年12月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担任指令长。

聂海胜同志简历

刘 伯 明 ，
男，汉族，籍贯
黑龙江依安，
中共党员，硕
士学位。1966
年 9 月 出 生 ，
1985 年 6 月入
伍 ，1990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现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特
级航天员，少
将军衔。曾任
空军航空兵某
师 某 团 中 队

长，安全飞行1050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1998年1
月入选为我国首批航天员。2005 年 6 月，入选神舟六号飞
行任务备份乘组。2008年9月，执行神舟七号飞行任务，同
年11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
荣誉称号，并获“航天功勋奖章”。2019年12月入选神舟十
二号飞行任务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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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飞行1159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10年5月入选
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2016年5月，入选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备
份航天员。2019年12月，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

汤洪波同志简历

新华社甘肃酒泉 6 月 16 日电 根据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总体安排，三
名航天员在轨期间将主要完成四个方面
的工作，计划开展两次出舱活动及舱外
作业。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
理季启明介绍，这四项主要任务是：一是要
开展核心舱组合体的日常管理，包括天和
核心舱在轨测试、再生生保系统验证、机械
臂测试与操作训练，以及物资与废弃物管
理等。二是要开展两次出舱活动及舱外作
业，包括舱外服在轨转移、组装、测试，开展

舱外工具箱的组装、全景摄像机抬升和扩
展泵组的安装等工作。三是要开展空间
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进行空间应用任
务实验设备的组装和测试，按程序开展空
间应用、航天医学领域等实（试）验，以及
有关科普教育活动。四是要进行航天员
自身的健康管理。按计划开展日常的生
活照料、身体锻炼，定期监测、维持与评估
自身健康状态。

季启明说，此次载人飞行，距离上
一次载人飞行已有近五年时间。近五
年来，根据空间站阶段任务特点要求，

相关方面开展了航天员乘组选拔和针
对性训练工作。本次任务航天员乘组
选拔按照“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方
式，结合航天员飞行经历、相互协同能
力等方面，选拔出飞行乘组和备份航天
员。周密制定了航天员训练方案和计
划，扎实开展了地面训练和任务准备，
每名航天员训练均超过了 6000 学时。
特别是针对空间站技术、出舱活动、机
械臂操控、心理以及在轨工作生活开展
了重点训练。目前，航天员乘组已做好
了执行任务的各项准备。

在轨期间主要完成四项任务

航天员计划开展两次出舱活动

新华社甘肃酒泉 6 月 16 日电 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在
16 日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作为
我国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承上启下，十分关键。
总体来看，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四
大特点，将为后续空间站建造及应用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积累宝贵经验。

一是将进一步验证载人天地往返运
输系统的功能性能。改进后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火箭提高了可靠性和安全性；神
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新增了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径向交会对接和 180 天在轨停靠能
力，改进了返回技术、进一步提高落点精
度，还将首次启用载人飞船应急救援任务

模式。二是将全面验证航天员长期驻留
保障技术。通过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
在轨工作生活 3 个月，考核验证再生生
保、空间站物资补给、航天员健康管理等
航天员长期太空飞行的各项保障技术。
三是将在轨验证航天员与机械臂共同完
成出舱活动及舱外操作的能力。航天员
将在机械臂的支持下，首次开展较长时间
的出舱活动，进行舱外的设备安装、维修
维护等操作作业。四是将首次检验东风
着陆场的搜索回收能力。着陆场从内蒙
古四子王旗调整到东风着陆场，首次开启
着陆场系统常态化应急待命搜救模式。

季启明介绍，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规
划，今明两年将实施 11 次飞行任务，包括

3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次货运飞船以及4
次载人飞船发射，2022 年完成空间站在
轨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进入到应
用与发展阶段。这 11 次任务紧密关联、
环环相扣。近期成功发射的天和核心舱
与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已形成组合体在轨
运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后
将与核心舱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季启明说，神舟十二号任务实施期间
恰逢党的百年华诞，工程全线注重从中国
共产党百年历史，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我国航天事业建设发展的辉煌历程
中汲取经验力量、提振信心斗志，全体参
试人员正以高昂的精神状态，紧张投入到
各项准备中。

返回舱将首次在东风着陆场着陆

载人飞行任务具有四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