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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30-6

注：原定08月03日08:00-17:00停电：
10kV梅村线56#杆天任建设支线侧后段停电
撤销；

原定 08 月 04 日 06:30-12:30 停电：
10kV九南线奔牛九里费里塘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06 日 06:30-12:30 停电：
10kV九南线奔牛九里汤家塘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04 日 08:30- 14:00 停电：
10kV广化线郊政宿舍5幢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08月02日04:30-08月06日20:00
停电：35kV引水线停电撤销；

原定 08 月 02 日 04:30- 14:00 停电：
35kV天马线停电撤销；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
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8 月 02日 06:00-19:00 停电：35kV
东风线（临检）；

07:30-10:30停电：10kV大观线玉带路
2号环网柜：自来水公司115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通用自来水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8月03日07:00-12:00停电：10kV玉
兰线玉兰路4号环网柜：玉兰路2号柜1120开
关至海棠路1号环网柜：玉兰路2号柜1110开
关（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和昱房地产开
发、中房物业等北港等相关地段）；

07:30-10:30停电：10kV盘龙线盘龙苑
50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盘龙苑部分、江铃汽
车销售服务、龙虎建筑工程等龙虎塘等相关地
段）；

08月09日06:00-13:30停电：10kV离
宫线全线（停电范围：常纺布业、东南经济开
发、雕庄农贸市场等雕庄、天宁等相关地段）；

10kV宗家线华宝纺织A1614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雕庄中心小学、淮都金属城等雕庄
等相关地段）；

10kV中村线中吴大道#29环网柜：浩里
灯总支1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浩里新村部
分等雕庄等相关地段）；

08月10日06:00-14:30停电：10kV桂
花线北港桥B1527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西玛
(常州)通用设备、宝盾门业、华成电工等五星、
北港等相关地段）；

10kV棕榈线全线（停电范围：精研科技股
份等北港等相关地段）；

10kV梅花线10kV桂花路#3环网柜：建
华服饰支111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阳湖电
缆、城市照明管理处、建华服饰商标织造等五
星、怀德等相关地段）；

06:30-14:00停电：10kV新科线仙龙大
队475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排水管理处、标检
产品质量检测、硅密(常州)电子设备等三井、春
江、龙虎塘、安家、新桥等相关地段）；

10kV南海线韦米克C1976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常捷科技、创耀船用电子、摩诺克里斯
光伏科技等三井、龙虎塘、安家、新桥等相关地
段）；

20kV浏阳线全线（停电范围：库柏电气、
天合光能股份、优谷新能源科技股份等三井、
龙虎塘、安家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8月02日08:00-17:00停电：10kV青

港线26号杆煤矿勘探支线侧后段；
08月03日08:00-14:00停电：10kV汽

摩线13号杆至石桥王家585开关；
10kV劳南线晋陵南路#3环网柜：浦北

19幢支1130开关后段（临检）；
08月04日06:30-12:30停电：10kV新

市线奔牛庄里配变；
10kV中再线奔牛后朱庄配变；
07:30-15:30停电：10kV丰源线17#杆

前马岸支线；

08月05日08:00-14:00停电：10kV官
保线10kV后北岸#1箱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石化线56号
杆支线侧（临检）；

08月06日06:30-12:30停电：10kV申
华线奔牛东洋村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东城线15号杆
后段；

08月 09日 08:30-14:00 停电：10kV
广配线民丰路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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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卖 公 告
本公司受委托，定于2021年8月6日下午2时在常州市

武进区湖塘镇淹城常乐坊71号本公司拍卖厅举行公开拍卖
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武 宜 南 路 东 侧 、镜 湖 西 路 北 侧
JWJ20201101地块开发承包经营权。宗地情况：宗地位于
【武进高新区武宜南路东侧、镜湖西路北侧地块】，宗地为【住
宅】，面积【48873㎡（73.3亩）】、容积率【1.8】、成交楼面价
【7582】元/㎡，摘牌价格【66700】万元，地块现状为净地。

二、展样时间：2021年8月2日至8月5日（上午9点至
下午4点，节假日除外）。

三、竞拍人资格要求：1、竞拍人须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具
备房地产开发业务和资格，以营业执照注明经营的范围为准
（需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2、竞拍人
或其控股母公司须为央企、国企或民营开发企业，但民营开
发企业须为2020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金额排名前50名
（含）的企业或2020年常州市房地产企业销售金额排名前10
名（含）的企业，排名以克而瑞官网发布的2020年中国房地

产企业销售金额排名或2020年常州市房地产企业商品房全
口径销售金额排名为准。

四、注意事项：1、2021年8月5日下午4点前缴纳竞买
保证金支付给朗居公司，保证金500万元/份。2、竞买者缴
纳保证金的同时，应携带营业执照副本、上级公司担保书、上
级公司担保书股东会决议、法人身份证明（如办理报名事宜
的不是企业法定代表人本人的，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
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报名、咨询地址：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淹城常乐坊71
号常州市三和拍卖有限公司。

六、联系方式：
公司电话：0519-88100547 13912338777胡先生
公司网址：http://czshpm.com/
委托人联系电话：18015008822李先生

常州市三和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1日

根据江苏理工学院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江苏师源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及其股
东决定，以上公司将依法进行合并，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合并前各方名称：江苏理工
学院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4600万元；江苏师源教育发展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

2.合并形式：江苏理工学院资
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
师源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合并后江
苏理工学院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存续，江苏师源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注销。

3.合并后公司名称：江苏理工
学院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4600万元。
江苏师源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不

进行清算，债权债务由江苏理工学
院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承继。请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
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
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
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雪峰
电话：13685215080
地址：常州市中吴大道1801号

江苏理工学院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师源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吸收合并公告 江苏省常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常烟专〔2021〕公字第12号

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30日，常州市烟草专
卖局稽查人员对圆通快递、韵达快递、天旺物流依法进行
了检查，当场查获装有卷烟的包裹若干个，单号为：
YT9645036066736、YT9645036084811、YT964503608
5569、YT9645026766424、YT9645026657326、YT56173
89017219、 YT5622901662900、 YT5635382931389、
YT5638386428292、4316172698117、4316172741957、
4316146677477、4316147006453、0261329。

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
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处理，如货主逾期不
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地制度改
革。在全面总结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等经验
的基础上，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土 地 管 理 法》进 行 了 修 改 完 善 ，新 法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增强法律制度
的可操作性，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土地
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条例》在

《土地管理法》制度框架下，聚焦土地征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等
重点问题，强化对耕地的保护，针对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以及“合村并居”中违
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制度
边界，强化法律责任。

一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规定
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控制耕地转
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明确耕地
保护责任主体，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规范
开垦耕地验收制度，鼓励社会主体依法参与
土地整理。加大对破坏耕地、拒不履行土地
复垦义务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耕地

“非粮化”的法律责任。
二是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增加征收土地

预公告制度，明确预公告应当包括征收范围、
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
容。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落

实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有关费用。有
关费用未足额到位的，不得批准征收土地。
强化被征地农民参与制度，保障其有效行使
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三是加强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明
确宅基地申请、审核批准程序，要求地方政府
依法安排建设用地指标，合理保障农村村民
宅基地需求。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
地权益，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
禁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
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
止强迫农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四是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明
确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并合理安排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布局和用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

据国土空间规划提出规划条件。规定土地所
有权人依法编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
出租等方案，载明宗地的土地界址、面积、用
途、规划条件、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
求、使用期限、交易方式、入市价格、集体收益
分配安排等内容。要求“入市”以招标、拍卖、
挂牌或者协议等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双方
签订书面合同并备案。

五是优化用地审批程序。贯彻落实国务
院用地审批有关改革精神，减少审批层级，农
用地转用方案直接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不再“逐级”上报审批。简化审批材料，将
原“一书四方案”整合为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
收土地申请。合并办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新华社南京7月30日电 据江苏省卫健委发布的信
息，7月29日0－24时，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例（南
京市报告 13 例，其中 1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
例；淮安市报告 1 例；扬州市报告 4 例），14 例为轻型，4
例为普通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例（无锡市报告1
例；淮安市报告 3 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2 例

（菲律宾输入）。以上病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7 月 20 日至 29 日，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84例（其中轻型82例、普通型94例、重型8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 1 例；无锡市累计报告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
例；淮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例（轻型），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 3 例；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6 例（3 例
为轻型，3例为普通型）；宿迁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
例（均为普通型）。

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确诊病例205例，其中
本土确诊病例 193 例（轻型 86 例、普通型 99 例、重型 8
例）；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24例，其中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5例。

2020年1月22日至2021年7月29日24时，全省累
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949 例（其中境外输入 124
例）。

江苏29日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18例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一书，已由党建读物出版
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该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突出党的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主线，全面回顾
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历程，深入总结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
性成就和宝贵经验，翔实记述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思想、
重要事件、重要活动，生动展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党
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高尚情操和精神风貌，充分彰显
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组织优势和强大的组织力量。该书
史料丰富、视野宏大、文风朴实、生动鲜活，是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组工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读物，是学
习研究党的组织建设史的基本教材。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
一百年》出版发行

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29 日电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
29日发表声明说，俄“科学”号多功能实验舱当天与国际
空间站成功对接。

声明说，莫斯科时间 29 日 16 时 29 分 06 秒（北京时
间 21 时 29 分 06 秒），“科学”号实验舱与国际空间站的
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成功对接。数据显示，空间站和
实验舱各系统工作正常。

俄“科学”号实验舱与
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上接A1版）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尽快出台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
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做好电
力迎峰度夏保障工作。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

风险，落实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
融风险处置机制，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
度。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发展租赁住房，落实

用地、税收等支持政策。
会议强调，要做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

坚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畅通农民工
外出就业渠道，改进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

者权益保障。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完善生育、养育、教育
等政策配套。抓好秋粮生产，确保口粮安全，
稳定生猪生产。要绷紧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
这根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松懈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持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做
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上接A1版）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

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
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
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
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
党派人士代表刘怡先后发言。他们表示，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将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周围，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
好同事，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他们赞同中共中
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经济
工作的考虑，高度评价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巨大成就，并就统筹推进居民收入增长、帮助
城镇困难群众脱困解困、精准帮扶中小微企
业、加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完善国家未来人
口发展战略、构建全民免疫屏障、一体化规划
碳达峰碳中和、加强国家实验室建设统筹布

局、提升东北振兴战略政策效能、推动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等提出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表示，今年以来，我们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有效实施宏观政策，经济稳中向好，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为庆祝建
党100周年营造了良好环境，为实现全年目标
打下了坚实基础。上半年，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在聚人心、促发展、抓落实上取得新的成效。
同志们深入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赴上海、
浙江嘉兴追寻红色足迹，聚焦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构建新发展格局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深入10余个省区市开展调查研究，
形成一系列高质量的调研成果，为中共中央科
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部署启动
新一轮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围绕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开展监督，助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
实；启动“万企兴万村”行动助力乡村振兴，推
动工商联和所属商会改革发展。习近平代表
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感谢。

习近平指出，大家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
上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就正确认识
当前经济形势、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了
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
究、积极吸纳。

习近平强调，要准确把握发展环境新变
化新挑战，我国经济在恢复发展中面临的困
难和挑战不少，但潜力更大、优势更多，有条
件在上半年良好势头基础上，巩固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成果。做好下半
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挖掘国内

市场潜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坚持高水平开放，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民生
保障和安全生产。要加强防灾减灾和应急体
系建设，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做好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疫情防控不能放松，特别是要抓
好外防输入。

习近平给大家提出3点希望。一是要正
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认清当前国际国内形
势纷繁复杂现象下的本质，找准自身优势和
全局工作的结合点。二是要聚焦经济社会发
展重点任务，发挥各自特点优势，开展调查研
究，提出前瞻性建议。三是要结合中共党史
学习教育，加强对各自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
思想引导，更加充分地展现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的力量。

丁薛祥、刘鹤、孙春兰、胡春华、尤权、王
勇、肖捷、何立峰，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
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光、辜
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和蒋作君、李钺锋、
黄荣、庄毓敏等。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