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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国网APP 无锡电蜜蜂(2021年10月15日至21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 电 预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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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部分调整
原计划：
1、停电时间：6:30～17:30 停

电线路：35kV旗电线 影响范围：水
务集团、中船海洋探测技术研究院、
益多环保热电等部分用户

调整为：
1、停电时间：21日6:30～17:30

停电线路：35kV旗电线 影响范围：
水务集团、中船海洋探测技术研究
院、益多环保热电等部分用户

原10月16日部分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9:00～14:30 停

电线路：10kV大明线大明2#柜针织

212后段
2、停电时间：7:00～14:00 停

电线路：10kV正马线马南后段、正
家线杨制后段 影响范围：江苏翔天
自动化设备、丹怡纺织品、弘鑫磁业
等部分用户

原10月17日部分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9:00～16:00 停

电线路：10kV山浜线山浜4#柜拉链
厂212后段、山浜线山浜4#柜山浜1
环216A后段

2、停电时间：7:00～14:00 停
电线路：10kV正马线南环后段 影
响范围：强恒机械、浩超特种铸业、安
能滑触电器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9:00～16:00 停
电线路：10kV戴歧线戴歧2#柜戴歧
2环212B—戴歧中段、堰桥线堰桥前
段 影响范围：新宏泰电器科技、华
雁密封件轴承、堰桥福之喜酒店等部
分用户

原计划：
1、停电时间：9:00～13:00 停

电线路：10kV五洲线五洲1#柜五洲
F219前段、钱桥线、钱丰线 影响范
围：钱桥街道晓星村、华新村、太运集
团等部分用户

调整为：
1、停电时间：9:00～13:00 停

电线路：10kV钱桥线、钱丰线 影响
范围：华新苑、太运集团、舜特精密合
金板带、荔斌机械配件厂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13:00～18:30 停
电线路：10kV五洲线五洲1#柜五洲
F219前段 影响范围：晓星村、华新
村、晓星焊管厂、江苏锡宜高速公路
等部分用户

原10月18日部分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7:00～12:00 停

电线路：10kV高春线高春3#柜高春
2环F228B后段 影响范围：盈华置
业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13:00～17:00 停
电线路：10kV高春线高春4#柜高春
2环228B后段

原10月19日部分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9:00～14:30 停

电线路：10kV供电线供电1#柜供电
F217前段 影响范围:无锡供电公
司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9:00～1 4:00 停
电线路：10kV高春线高春8#柜高春
2环F228B后段 影响范围：无锡照
明管理处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9:00～15:00 停
电线路：10kV站村线站村1#柜站村
3环F234C后段

4、停电时间：9:00～15:00 停
电线路：10kV桐桥线桐树—坊桥中
段、荡东线荡树—香怡中段 影响范
围：吴文化博览园建设发展、照明管
理处、新吴区河道工程管理所等部分
用户

原10月20日部分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7:00～12:00 停

电线路：10kV松柏线广博1#站松柏
1环253A后段 影响范围：梁溪区
广益街道广丰社区居民委员会等部
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4:00 停
电线路：10kV香熙线圆石变—香梅
6#站香熙 F251—荣盛 1#站香熙
F251前段 影响范围：香熙苑等部
分用户

3、停电时间：9:00～14:30 停
电线路：10kV华丰线华丰1#柜华丰
1环F223A—新都会3#站华丰F223
中段 影响范围：吉宝瑞锋房地产开
发、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锡
市新吴区）教育局等部分用户

4、停电时间：13:00～17:00 停
电线路：10kV农博线大诚苑10#站
农博2环211B后段

原10月21日部分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7:00～12:00 停

电线路：10kV红福线 影响范围：红
豆物业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9:00～14:30 停
电线路：10kV大马巷线大马巷2#柜
小马216后段

3、停电时间：9:00～14:00 停
电线路：10kV听涛线听涛12#柜听
涛1环212A—听涛3#柜听涛F212
中段

4、停电时间：13:00～17:00 停
电线路：10kV动力线 影响范围：诚
石轴承、动力工程等部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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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启事
·无锡市爱巧服饰店遗失注册
号为3202023614873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各一张，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320211197
303303866，声明作废

报业大厦：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二街1号（海岸城旁）
服务电话：81853027、13812290098
QQ : 495430296

城中服务地址：无锡市学前东路1号
服务电话：80500110、13961806872
QQ : 1556902204

分类
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信息通达全无锡
·信息集中 / 分类明细 / 服务大众 / 欢迎刊登·

原无锡县税务局调研员，享
受县处级政治、生活待遇的离休
干部杜晋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1年10月11日上午11时
33分在无锡逝世，享年93岁。
杜晋卿同志1948年 12月参加
革命，1949年1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杜晋卿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于2021年10月17日上午7时，
在无锡市殡仪馆（钱桥）举行。

国家税务总局
无锡市惠山区税务局
2021年10月14日

讣告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13 日宣布：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 14日以视频

方式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
续交通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
话。

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今日开幕

习近平将视频发表主旨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3日同德国
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在
友好的氛围中回顾近年中德、中欧关
系发展并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
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
献。习近平指出，“人之相识，贵在
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这句
话，既是对我们多年深入交往的很
好诠释，也是过去16年来中德关系
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中
国人重情重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

友，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希
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系
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边关
系、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治国理政
经验等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了双边关
系向前发展，推动了中德合作应对全
球挑战。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神，发
挥两国经济互补性，实现了共赢。中
国和德国自身发展得好，对世界经济
的贡献也更大。这证明，国与国之间
完全可以避免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共
赢，这是中德关系应该牢牢把握的主

基调。明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双
方关系发展何去何从，保持正确方向
至关重要。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
长远角度看待中德关系，愿同德方保
持高层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友
谊，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开
拓能源转型、绿色和数字经济等务实
合作新领域，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
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
中欧双方的共同心愿。中欧都主张
维护多边主义，都支持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都认为中欧共同利益远

大于矛盾分歧。当前全球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和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正处
于关键时期，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
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要力量，有
责任加强合作，团结应对。双方应该
从更广阔维度看待中欧关系，客观全
面地相互认知，理性平和、建设性地
处理差异分歧。希望欧方坚持独立
自主，真正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和国际
社会团结，同中方和其他各国一道，
共同致力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纪
难题。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视频会晤

国与国完全可以避免零和博弈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根
据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
截至10月12日，十九届中央第八轮
巡视的15个巡视组完成对25家金融
单位的巡视进驻工作。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
动员会。会前，各中央巡视组向被巡
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通报了有关工
作安排。会上，各中央巡视组组长作
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金融工作、巡视工作重要论

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巡视
工作提出要求。

各中央巡视组组长指出，金融是
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
对 25 家金融单位集中开展常规巡
视，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
高度重视，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全面
领导，推动金融单位加强党的建设特
别是政治建设，推进金融领域全面从
严治党、深化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举
措。

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完成进驻

据新华社上海10月13日电
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服务贸易展区文化板块的配
套活动，首届上海自贸区艺术季
12日正式开幕。从活动现场传
递的信息看，艺术品交易将成
为第四届进博会的新亮点。

上海自贸区的文化贸易
近年来迅速增长。上海自贸
区艺术季由国际画廊单元和
国内展览单元组成，吸引超过
200件艺术品在上海国际艺术
品保税服务中心进行保税展
示交易，涵盖绘画、雕塑、装置
等多个类别。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

长刘福学此前表示，第四届进
博会将在服务贸易展区重点打
造文化板块，让这个高含金量、
高附加值的产业，在进博会平
台上实现更高价值，释放更大
能量。上海海关发布的数据显
示，受益于海关总署支持文物
展品参展的新举措，今年预计
将有 190 余件文物艺术品参
展，总价值超过17亿元。

据新华社上海10月13日电
13日，第四届进博会线上国家
展在此间正式启动试运行，将
在云端秀出各国的美景、文化、
特色产业等。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

长刘福学说，第四届进博会国
家展按照“越办越好”总要求，
不断创新办展形式，采用三维
建模、虚拟引擎等技术为各参
展国精心搭建数字展厅，是一
次新尝试和积极探索。

国家展通过图片、视频和
3D模型等展示参展国发展成
就、优势产业、文化旅游、代表
性企业等，让观众足不出户就
可以将各国美景美食尽收眼
底，带给观众全新体验，有效发
挥进博会人文交流的平台作
用，使国家展成为各国文明交
流互鉴、中外民心相连相通的
彩虹桥。

首批海运展品运抵上海

艺术品交易将成进博会新亮点

据新华社海口10月13日电 记
者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今年第18
号台风“圆规”13日15时 30分在海
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沿海登陆，登陆时
最大风力12级（33米/秒）。“圆规”登
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将先后穿过万
宁、陵水、琼中、保亭、五指山等市县，
于13日下半夜移入北部湾，然后趋
向越南北部。

气象部门提醒，“圆规”和冷空气
共同影响下，华南地区将迎来今年以
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一次大风过
程，海南和粤西地区尤其严重；“圆规”
裹挟的局地散点状极端暴雨，给防御
工作增添难度；在“圆规”引导下，今年
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将直逼苏浙沪
和台湾、福建、广东等地。

台风“圆规”登陆
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直逼苏浙沪

据新华社广州10月 13日电
13日在广州举办的第130届广交
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对外贸易中
心主任储士家介绍，第130届广交
会已经基本筹备就绪，线下着力打
造品牌精品展，吸引了一大批境内
外个人及组团采购商；线上企业上
传展品数量创历史新高。

本届广交会线下展览面积达
40万平方米，按16大类商品设置
51个展区，展位总数约2万个，参
展企业7795家。其中民营企业占
比超过八成；品牌展位占比近六
成，较历届广交会大幅提升；境外
参展企业近百家。

在线上，本届广交会约有6万

个展位，约 2.6 万家中外企业参
展。目前企业上传展品约282万
件，创历史新高，其中新产品约88
万件。

本届广交会将于 15日至 19
日首次线上线下融合举办，其间还
将举行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等
活动。

广交会将首次线上线下融合举办

近八千家企业线下参展

10月13日，装载第四届进博会首批海运展品的集装箱卡车驶离码头。当日，第四届进博会首批海
运展品在上海洋山港完成卸船吊运。这批展品搭乘中远海运2万标箱级超大型集装箱轮“天秤座”轮从
德国汉堡港装船，经海运抵达上海。 （新华社发）

山西有2.8万余处古建。近期，
持续多日的强降雨波及山西中南部，
令当地众多古建不同程度受损。

据山西省文物部门统计，截至10
日中午12时，各地共上报1763处不
可移动文物不同程度地出现险情。其
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7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137处，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660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789处。

目前，山西省文物局积极开展抢险
修缮工作，要求各地采用遮盖、临时支
护等措施对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并加
强监测，及时发现险情进行处置，确保
周边群众和文物的安全。 （新华社）

下图 工作人员在山西省洪洞县
广胜寺进行抢修工作。 （新华社发）

抢修文物古迹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
上涨，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
多种因素导致近期一些地方出现拉闸
限电，给正常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带
来影响。针对今冬明春能源保供一些
热点话题，在1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有关部门和企业介绍
了相关情况。

“今冬明春能源供应是能够得到保
障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
表示，煤炭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一直
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近期供需形势
的需要，山西、内蒙古、陕西等相关地区
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推动具备增
产潜力的煤矿尽快释放先进产能，加快
已核准且基本建成的露天煤矿投产达
产，促进停产整改的煤矿依法依规整
改、尽早恢复生产。他说：“我们将在保
障国内能源供应的同时，确保如期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余兵介绍：“近
日，煤炭日产量已经稳定在1120万吨
以上，比国庆节前增加了80万吨，创了
今年2月份以来的新高。从重点产煤
地区来看，晋陕蒙日均产煤量已经超
过800万吨，发挥了大省大矿作用。”

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
刘绍娓说，国资委紧急研究制定了今
冬明春能源供应保障专项奖惩办法，
把保供工作作为相关央企主要考核指
标，对作出特殊贡献的企业予以考核
奖励，对工作不力、造成保供事故的实

行一票否决，并严肃追责。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

市场营销部主任李明说，即将进入冬
季，电力需求将进一步增长。总体来
看，这一期间还是处于紧平衡状态。
国家电网将强化优质服务，及时响应
客户诉求，回应社会关切，坚决守住大
电网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

当日吹风会上，赵辰昕表示，居民
用电量占全部用电量的15％左右，民
生用气占全部用气的比例不到50％，
这些民生用电和用气全额保障没有问
题。

那么，居民用电、民生用气价格会
涨吗？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
劲松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
通知，部署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
电价市场化改革，有序放开全部燃煤
发电电量的上网电价，有序放开工商
业用户用电价格，扩大市场交易电价
的上下浮动范围，保持居民、农业、公
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他说：“居
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仍然是由电
网企业保障供应，还是执行目前价格
水平不变。”

赵辰昕表示，针对近期国际气价
大幅上涨的严峻形势，多措并举切实
保障北方地区取暖用气需要，其中包
括督促各地和相关企业严格执行居民
用气门站价格政策，保持取暖等民生
用气价格基本稳定。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今冬明春能源供应有保障
居民用电、民生用气执行目前价格水平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