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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电 预 告
(2020年8月8日至16日，6日部分停电调整)

因电网建设、设备检修等需要，
拟对以下线路进行计划停电，请停电
范围内的用户做好准备。我们将尽
量早完工、早送电。我们对停电给您
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感谢您对我们
工作的支持与帮助。

原8月6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5:00～12:00 停

电线路：五七线五七 1#柜五七环
F221A—云龙中段、厚桥线厚慕后
段

8月8日
1、停电时间：5:00～12:00 停

电线路：10kV孙钱线孙钱2#柜孙钱
环F263A后段 影响范围：东亭滑
触线厂、锡山区城区水利管理站、东

亭基督教活动点等部分用户

8月9日
1、停电时间：9:00～17:30 停

电线路：10kV康乐线康乐1#柜永红
换热一F214后段、康乐线康乐1#柜
永红换热二F211后段、康乐线康乐
1#柜永红换热三F216后段 影响
范围：马山永红换热器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5:00～12:00 停
电线路：10kV北大线

8月10日
1、停电时间：5:00～14:00 停

电线路：10kV团北线团北1#柜团北
环F212A后段

2、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新桥线新桥出—留瑜
—周新苑17#站新桥F224中段、糜

巷 线 糜 巷 出 — 糜 巷 3# 柜 糜 巷
F222—孟昌—周新苑 1#站糜巷
F222中段 影响范围：周新苑等部
分用户

3、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田埂线海联前段、坝
上线坝黄前段

4、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北固线北集前段、港
东线凤檀前段

8月11日
1、停电时间：6:00～12:00 停

电线路：10kV林奇线银邦后段、董
家弄线董壹后段 影响范围：银辉
塑料厂等部分用户

8月12日
2、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玉山线玉山5#柜玉山
1环F232A后段 影响范围：顺旺
现代包装材料、新吴区河道工程管理
所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佳岸线佳岸3#柜佳岸
2环F223B后段

4、停电时间：6:00～12:00 停
电线路：10kV大河线大河#2柜大河
1环F233A—世林中段

5、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宏润线玉东变—排涝
—塘宏—前宏—宏润1#站宏润226
前段 影响范围：塘村等部分用户

8月13日
1、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广南线顺风后段 影
响范围：江海新村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6:00～12:00 停
电线路：10kV小园线大坝变—小园
1#柜小园F212—船园—新杨前段、
国丰线国芙后段 影响范围：荣阳
村、潘巷村、芙蓉村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旺更线旺浜前段、宛
北线宛浜前段

4、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凤滨线凤滨2#柜凤滨
环F228A—锦熙府站凤滨F228中
段 影响范围：凤翔花苑、金凤凰公
寓、地铁集团、城南建设、盛建置业等
部分用户

8月14日
1、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20kV福祈线福祈1#站福祈
1环436A后段 影响范围：芙蓉村、

潘巷村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4:00 停

电线路：10kV东山线东山1#柜东山
环F211A—东山3#柜东山F211中
段 影响范围：解放军无锡联勤保障
中心战勤部直属工作处等部分用户

8月15日至16日
暂无停电计划

说明：
1、以上线路停电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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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遇雨天等不能
工作停电相应取消。3、详见“95598
智能互动网站——停电公告”。

国网无锡供电公司

上接第1版>>>对推动疫情防控
常态化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和民
生改善，对推动当前国际经济形
势下我国对外开放，对进一步增
强民族自信心、努力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26年来，参与北斗系统研
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上、敢
打硬仗、接续奋斗，发扬“两弹一
星”精神，培育了新时代北斗精
神，要传承好、弘扬好。要推广北
斗系统应用，做好确保系统稳定
运行等后续各项工作，为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施的
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工程自1994
年启动，2000年完成北斗一号系统
建设，2012年完成北斗二号系统建
设。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
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标志着工程“三
步走”发展战略取得决战决胜，我国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目前，全球已
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
统。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上接第1版>>>努力推进新时代军地
协同发展。

7月28日，市政协主席周敏炜，
副市长刘霞，市政协秘书长王鸿涌一
行走访慰问了无锡军分区、武警无锡
支队、空军预备役高炮一团，向广大官
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周敏炜
说，今年在疫情的严峻考验下，无锡军
分区主动对接，建立与市联防联控工
作指挥部协作机制，累计出动民兵
2700多人，参加卡口执勤、巡察巡防、
宣传教育活动等2.1万人次，全体党
员官兵自愿为抗击疫情捐款近50万
元。武警无锡支队在出色完成看守、
看押、警卫、城市武装巡逻等任务的同
时，在国防教育、结对共建、扶贫帮困、
学生军训、改善民生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空军预备役高炮一团与驻地街
道建立应急处突联防联动机制，疫情
期间走访帮扶困难家庭，赢得了驻地
人民的高度赞誉。周敏炜对部队为无
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他表示，无锡将一如既往地关心
支持部队改革建设各项工作，助力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谱写双拥共建的崭新篇章。

7月28日，市委副书记徐劼，副
市长刘必权一行来到无锡联勤保障中

心（综合保障团）和武警某部机动三支
队，看望以无锡为第二故乡的驻锡官兵，
向他们转达市委市政府和无锡人民的节
日问候。徐劼说，今年上半年，面对疫情
影响和各方面挑战增多的总体形势，市
委市政府全面动员、全力攻坚，各项措施
走在全省前列，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取得
显著成效。随着复工复产持续推进，上
半年我市GDP增长0.8%，产业强市纵
深推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各项工
作取得新的成绩。他表示，无锡能够统
筹推进抗疫复工，除了全体市民的努力，
也离不开驻锡部队的支持。今年下半
年，无锡面临着打赢决胜高水平全面小
康攻坚战、夺取防疫发展“双胜利”、制订

“十四五”规划描绘新蓝图三大任务，希
望军地合作努力，共促军民协同发展。
无锡将继续关心支持部队工作，落实各
项双拥责任，与驻锡部队一起谱写新时
代军地合作发展新篇章。

7月29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陈
德荣一行先后走访了 94710、94926、
94756部队，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情况，看
望慰问部队官兵。陈德荣说，三支部队
以驻地为第二故乡，视人民群众为亲人，

在完成练兵备战等任务的同时，发扬拥
政爱民光荣传统，大力支持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在国防教育、学生军训、军民融
合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特别是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同
时，部队成立了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应急
小分队，积极开展军民共建活动，邀请地
方党政机关和医院工作人员参加军营体
验日活动，与当地街道、学校结对共建，
协助新吴区教育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开
展“少年军校”建设活动，各项工作呈现
新变化、迈上新台阶。他希望驻锡部队
继续发挥优良传统，加强军地双方沟通
协作，积极参与助推无锡高质量发展，开
创军地共建协同发展新局面。

7月30日，省纪委常委、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唤春，副市长高亚
光一行走访慰问了63983部队和武警某
部机动二支队，向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
祝贺和诚挚慰问。座谈会上，王唤春用
精准数据和鲜活事例，介绍了今年上半
年无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疫情
防控精准有效、经济发展企稳向好、“六
稳”“六保”扎实有力、反腐倡廉不断深
入。他表示，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驻锡部

队的贡献分不开，感谢官兵们在第二故
乡安心工作、坚守一线，积极参与无锡经
济社会发展，持续开展抗洪救灾、助学兴
教、国防教育、军民融合等各项工作，为
无锡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贡献
了积极力量。无锡将继续关心支持部队
建设，一如既往地做好随军家属安置、子
女入学等服务保障，尽心尽力做好双拥
工作。希望部队在完成各项任务的同
时，进一步关心支持无锡经济社会发展，
共同谱写军民鱼水情的新篇章。

7月27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袁
飞，副市长李秋峰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
31604部队和31121部队30分队，给部
队官兵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袁飞向
官兵们介绍了今年上半年无锡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情况：市委市政府带领全体
市民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同时不失时
机推进复工复产，防控措施有硬度、复工
复产有力度，二季度我市GDP由负转
正，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向好。他代表市
委市政府对驻锡各部队的辛勤付出和无
私奉献表示感谢，希望部队官兵持续深
化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与无锡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无锡将继续大力弘
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全力支持部队
改革强军，不断巩固和深化军政军民团
结的大好局面。 （本报记者）

推进军地协同发展 谱写双拥共建新篇

上接第 1版>>>我们要对标找
差、矢志创新，进一步提高规划的
科学化水平、建设的品质化水平、
管理的精细化水平、运行的智慧
化水平、交通的通畅化水平、环境
的生态化水平，用心用情用力绘
就美丽无锡新画卷，一步一个脚
印把美好蓝图变为生动现实。

使命重在担当，实干铸就辉
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实字为先、干字当头，步步深
入、善作善成，在大战大考、冲刺收
官的不懈奋斗中交出过硬答卷，以
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成绩开启基本
实现现代化新征程！

再扬“四千四万”精神 开辟无锡发展新境界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
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举行
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
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
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
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
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
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的关键时期，要统一思想、坚
定信心、鼓足干劲、抓紧工作，奋
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
讲话。他指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

大军队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
标。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坚持
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摆在
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重要位置，付
出艰苦努力，取得巨大成就。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着眼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围绕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
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作出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一系列
重大工作，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
面。今年，我们将实现国防和军
队建设 2020 年目标任务，并乘
势而上，开启基本实现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进而把我军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的新征程。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以
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作了新的战略筹划和安
排。要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
面推进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
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快
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
面加强练兵备战，确保实现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目标任务。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
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我
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
大。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为
我们提供了难得机遇，同时也面临
严峻挑战。要增强使命感和紧迫
感，努力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
式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同国家发展布

局相协调，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
针，贯彻我军现代化发展战略，拟
制好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形成
科学的路线图、施工图。要坚持方
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突出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这个重点，统筹
推进各项改革工作，不断解放和发
展战斗力、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
要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基点，加强基
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加快发展战略性、前沿
性、颠覆性技术，加快实施国防科
技和武器装备重大战略工程，不断
提高我军建设科技含量。要贯彻
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健全三位一
体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军事人
力资源管理，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
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延揽各

方面优秀人才投身强军事业。要
更新管理理念，提高战略素养，健
全制度机制，畅通战略管理链路，
实质性推进军事管理革命，提高军
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
效益。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全党全国
一盘棋，军地合力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意识，认
真落实担负的有关工作，在国防科
技创新、国防工程建设、国防和军
队改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军
人家属随军就业、子女入学入托、
优抚政策落实和退役军人保障等
方面积极排忧解难。军队要同中
央和国家机关搞好沟通协调，共同
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向前进。

习近平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

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
拟制好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突出军事政策制度改革这个重点

据新华社香港7月31日电 鉴于目前香港严
峻的疫情形势已对选举造成重大影响，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31日宣布，她会同行政会议基于公
众利益和香港实际情况，援引《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紧急法”），决定将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
迟一年。林郑月娥在当日傍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
示，推迟四年一度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是非常艰难的
决定，但为了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维护公共安全、保
障市民健康并确保选举在公开、公平情况下进行，这
是必须的决定。

林郑月娥表示，新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日期为
2021年9月5日，撤销此前有关2020年9月6日立
法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现有选举程序即告终结。但
选举事务主任及候选人仍须履行责任，备妥供公众
查阅的文件。

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推迟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
定：刘国中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同志不再担
任陕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据工信部官网7月31日消息，日前，中共中央
决定：肖亚庆同志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苗圩
同志不再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

据文旅部官网7月31日消息，日前，中共中央
决定：胡和平同志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雒树刚
同志不再担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

刘国中任陕西省委书记

7月31日，参观者观看机
器人模型。

当日，2020中国国际数码
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在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
届展览会以“科技·引领数字娱
乐新浪潮”为主题，设立游戏衍
生潮流玩具、5G云游戏、主题
桌游等游戏展区，和Cosplay封
面大赛、首届“洛裳华服赏”时
尚文化活动等相关体验活动，
吸引众多参观者前来观展。

（新华社发）

ChinaJoy
在沪开幕

“福彩嘉年华”1000万体验券等你来抢！
“福彩嘉年华”活动火热进行中！活

动在美团和大众点评两大平台同时开
展，为期20天，总计发放约1000万元的
福彩体验券。目前活动有两项内容：7
月28日至8月5日，参与者可通过骑行
助力扶贫，同时可获得一张福彩体验券；
8月6日至8月15日，参与者可通过线上
种福树的形式，积累福气值使“福树”茁
壮成长，领取更多的福彩体验券。更多
详情请见“无锡福彩”微信公众号。

据新华社天津7月 31日电 2020年 7月 31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中共陕西省
委原书记赵正永受贿案，对被告人赵正永以受贿罪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
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赵
正永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8年，被告人赵正永
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陕西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政
府代省长、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职务
晋升、工作调动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
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7.17亿余元。其中2.9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属于犯
罪未遂。

陕西省委原书记
赵正永被判死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