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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国网APP 无锡电蜜蜂(3月29日至4月7日，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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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7:00～14:30 停

电线路：10kV朱更线07#杆前段、香
楠线07#杆前段、孙安线17#杆前段、
康可线

3月29日
1、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 荡海线新大陆后段
影响范围：锡山区鹅湖园通纸品加工
厂、森邦纸品、荡口锡林印刷制版厂
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门楼线赛维拉1#站门
楼1环F222A后段 影响范围：赛
维拉融域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9:00～16:30 停
电线路：10kV安堂线安堂线01#杆
前段、文旅线、力渚线力渚线01#杆
前段 影响范围：中国石化销售等部
分用户

4、停电时间：13:00～18:30 停
电线路：10kV桑达线赛维拉1#站桑
达1环F212A后段 影响范围：赛
维拉等部分用户

5、停电时间：7:00～14:00 停
电线路：10kV福山线家弄后段 影
响范围：新长铁路藕塘车站、深国际
综合物流港等部分用户

3月30日
暂无相应停电计划
3月31日
1、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天佑线天窑联—新基
—富羊1#站天佑F214中段、羊发线
羊宛联后段 影响范围：富羊花苑、
嘉新机械配件厂、江苏爱玛车业科技
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宝顺线、彩印线 影
响范围：士欧金属制品、宝顺不锈钢、
万胜彩印厂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9:00～16:30 停
电线路：10kV大渲线大渲3#柜大渲
1环 221A—湖滨北站大渲F221中
段、中央线17#杆后段

4、停电时间：12:00～17:30 停
电线路：10kV蔡湾线蔡湾4#柜蔡湾
环F211A—蔡湾6#柜蔡湾F211中
段 影响范围：厚桥中心幼儿园、稼
宝药业、锡山区厚桥盛鑫五金加工厂
等部分用户

5、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堰西线堰西2#柜林业
212后段 影响范围：中铁四局集团
建设工程等部分用户

4月1日
1、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纳新线纳新2#柜纳新
2环222B后段 影响范围：曹张新村
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2:00 停
电线路：10kV一中线香榭2#站一中
F232前段 影响范围：五里新村、第
一中学、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等部
分用户

3、停电时间：7:00～13:30 停
电线路：10kV湖滨线湖滨2#柜陈西
F211后段 影响范围：欧尚超市有
限公司蠡湖店等部分用户

4、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大河线大河2#柜大河
1环F233A后段、荣宏线国奥后段
影响范围：爱运商贸、福惠物业管理、
金磊车辆部件等部分用户

5、停电时间：9:00～18:00 停
电线路：10kV西园线16#杆—西园
2#柜西园F222中段、湖科线05#杆
后段 影响范围：滨湖区蠡园金桥实
验幼儿园、蠡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等部分用户

6、停电时间：9:00～14:30 停
电线路：10kV陆家线陆家1#柜和晓
新材料213后段 影响范围：和晓新
材料科技等部分用户

4月2日
1、停电时间：7:00～12:00 停

电线路：10kV勤丰线勤丰1#柜社福
F212后段 影响范围：客运公司客
车修理厂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振石线 影响范围：志
宏物流、凯发新泉水务、华鑫混凝土、
惠山固废处置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西联线西宇后段、亚光
线亚振后段 影响范围：乐卡新材
料、创越商品混凝土、锡山区公路管
理处等部分用户

4、停电时间：7:00～11:30 停
电线路：10kV育才线育才3#柜预制
F212 后段、育才线育才 4#柜塑料
F212 后段、育才线育才 4#柜鱼池
F211后段 影响范围：利和储运、
升达矿山机械设备厂、江苏金羊慧家
管道系统等部分用户

5、停电时间：9:00～17:30 停
电线路：10kV罗益线红壹支线01#
杆后段、国道Ⅳ线国道Ⅳ2#柜国道Ⅳ
F234前段 影响范围：金安精密模
具、奥特维科技股份等部分用户

6、停电时间：9:00～14:30 停
电线路：10kV世纺线世纺1#柜江溪
街道办214后段 影响范围：新吴区
人民政府江溪街道办事处等部分用
户

4月3日至5日
暂无相应停电计划

4月6日
1、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滕龙线、玉村线玉村
1#柜玉村 1环 224A后段 影响范
围：殷达尼龙、阳光印务、友程纺织等
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3:00 停
电线路：10kV村前线村前变—村前
4#柜村前F211—村达—梁子前段、
界经线村前变—界达—兵刃前段
影响范围：锡山高级中学堰桥校区、
江苏省盐锡高速公路路政支队、堰桥
实验小学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英杰线、特丽线特丽
1#柜特丽 1环 247A后段 影响范
围：特丽亮镀膜科技、胡埭工业园物
业管理等部分用户

4、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北青线北大后段 影
响范围：南罗庄等部分用户

5、停电时间：9:00～12:30 停
电线路：10kV板桥线板壹—板桥1#
柜板桥F241中段 影响范围：雪浪
钢铁集团、雪浪科教产业投资等部分
用户

6、停电时间：9:00～11:30 停
电线路：10kV太创线太创柜太湖创
意园投资F213后段 影响范围：太
湖创意产业投资发展等部分用户

7、停电时间：9:00～14:30 停

电线路：10kV西梁线西梁1#柜西梁
1环F215A后段 影响范围：邮电局
等部分用户

4月7日
1、停电时间：7:00～13:00 停

电线路：10kV吴村线山河后段 影
响范围：惠峰新村、山北中学等部分
用户

2、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北青线北青3#柜北青
1环F23AA—北大—世北中段 影
响范围：杨家湾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7:00～11:00 停
电线路：10kV浒周线浒周1#柜浒周
环211A—河智中段、联东线联东1#
柜联东1环221A—联智中段 影响
范围：连城凯克斯科技等部分用户

4、停电时间：7:00～14:00 停
电线路：10kV福山线葛巷—家弄—
福山1#柜福山213中段、新华线水
厂后段 影响范围：惠山振华机械
厂、华光轿车零件、天厚机械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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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誉珑铭邸20#，23#，24#，25#，28#项
目（2021）锡山预销准字第39号预售
许可证项下全体购房业主及施工单位：

我司将对该项目实施保函替代商
品房预售监管资金试点工作。该项目
监管账户名称：无锡尚万房地产有限公
司，监管账号10655001040238350，
拟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行出具保函为本项目进行担保，以替代
与担保金额同等额度的监管资金。我
司承诺保函所替代与担保的资金用于
本项目开发建设。保函拟担保金额：
105,000,000.00元，担保期限自2022
年3月25日，有效期至该预售许可证下
的商品房全部完成不动产首次登记，最
晚不超过2023年12月31日。

特此公示，公示期3天。
无锡尚万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5日

公 告 交房公告
尊敬的大塘臻园A区的业主：

感谢您购买我公司开发的大塘臻
园项目，本项目住宅 21、22、24、25、
26、28、29、30以上8个单元、商业23-
1、23-2、23-3、23-5、23-6、23-7、
24-1、24-2、24-3、24-4、24-5、24-
6、24-7、24-8、24-9、24-10、24-11、
24-12、30-3、30-4、30-5、30-6以上
22户已具备交付条件。现特邀请您于
2022年3月29日开始到大塘御园二
期A区办理交房手续（3月29日-3月
30日均可办理），具体时间点、交付地
点以我司给您寄发的《商品房交付通
知书》为准，若您未及时收到《商品房
交付通知书》，亦应在此时间段前往办
理交付手续。

开发公司咨询电话：15358081895
特此公告。

无锡融城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3 月25日

·吴梦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3207407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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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53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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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日报社未在任何搜索网站开辟刊登广
告的网页、广告信息等相关业务受理渠道。有此
需求的读者请认准无锡日报上刊登的业务联系
方式，勿通过网站搜索查询登报事宜，以免上当
受骗。

未经无锡日报社授权刊登广告信息的各类
搜索引擎网站必须立即停止受理无锡日报广告
及信息类业务。无锡日报社将保留追究侵权责
任方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力，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
果均由侵权责任方承担。

特此声明。
无锡日报社

声 明

3 月 24日上午，苏州市
发布通报，该市吴中区一核酸
阳性男子张某强多次驾车往
返中高风险地区，并刻意隐瞒
行程，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已被苏州警方立案侦查，
并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经调查，张某强（我市第
89号通告所涉外地核酸初筛
阳性人员）曾于3月22日、23
日在我市朝阳农产品大市场
等地有活动轨迹，有疫情传播
风险。23日，我市第一时间
对朝阳农产品大市场采取了
临时封控措施。经流调溯源，
已对10985人进行了赋黄码
管理，其中，对1238人落实了
集中隔离，对2713人落实了
居家健康监测，对7034人落
实3天3次核酸检测健康管
理措施。

该阳性感染者所涉单位
和场所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
和主体责任，进一步抢抓时间
采取措施，迅速将所涉人员按
要求全部管控到位。被赋黄
码人员和其他接受健康管理
人员，要严格按要求切实履行

防疫责任，配合落实各项健康
管理措施。

广大市民如发现自己与
张某强活动轨迹有时空交集
的，特别是3月23日10点47
分以后到过朝阳农产品大市
场的，务必第一时间主动向所
在社区（村）或单位报备，并配
合落实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
各项防控措施。对拒不配合
防疫工作及瞒报、谎报个人相
关情况的，将严肃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
附：张某强在锡活动轨迹

3月22日
15:33 锡山区鹅湖镇圆

通村白牛车头收购蔬菜；16:
32 从S19安镇离开无锡返回
苏州

3月23日
10:30- 14:40 朝 阳 农 产

品大市场（锡澄路268号）；14:
44 通江大道无锡互通上高速；
14:59 进入沪宁高速梅村服
务区，后返回苏州

无锡市新冠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指挥部

2022年3月24日

无锡市疫情防控
第91号通告

本报讯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批
复无锡至宜兴高速公路雪堰枢纽至
西坞枢纽段扩建工程初步设计，这标
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此次扩建段全长35.735公里，
建设工期为3年半。路线起自与苏
锡常南部高速公路交叉的雪堰枢纽
北侧，经常州武进区、宜兴市，止于与
宁杭高速公路交叉的西坞枢纽。

根据初步设计批复，项目全线按
照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扩建，采
用沿原路两侧拓宽的总体扩建方案，
路基宽度42米，设计时速120公里，
概算投资约77.5亿元。全线原位改
扩建包括雪堰枢纽、漕桥互通、万石
枢纽、屺亭互通、宜兴西互通、西坞枢
纽共6处互通式立交。

据了解，无锡至宜兴高速公路是
《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17—
2035年）》确定的我省“十五射六纵
十横”高速公路网中“横九”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项目的扩建对提升高速
公路网服务能力、保障路网运行安全
畅通、强化锡宜一体化、加速苏锡常
都市圈发展、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等具有重要意义。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阶段，将按照省、市做好重大项目
推进工作有关要求，继续加大协调保
障力度，全力以赴推进本项目施工图
设计以及征地拆迁和用地报批等工
作，力争2022年6月底前完成用地
组卷上报，年内尽快启动项目建设。

（徐兢辉）

锡宜高速扩建初步设计获批锡宜高速扩建初步设计获批

锡宜高速扩建效果图锡宜高速扩建效果图

（上接第1版）
开幕式上，举行了友好园“云开

园”仪式及23名“无锡市人民友好使
者”聘任仪式，在线颁发了“在外公馆

长表彰奖”。无锡国际人才一站式服
务中心揭牌，中荷养老产业合作平台、
中柬（锡西）协作平台正式启动，一批
市（县）区国际经贸合作项目逐一亮

相。“国际月”系列活动，第四届“一带
一路”百国印记短视频大赛、2022中
国无锡“太湖杯”国际精英创新创业大
赛国际赛（国际友城）也在开幕式上宣
布启动。

（王怡荻）

2022无锡“国际月”暨国际赏樱周开幕

（上接第1版）有力促进区域贸易投资
大幅增长，巩固和促进区域产业链、供
应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有助于弥合
成员间发展差距，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新引擎。多年来，RCEP成员国一
直是无锡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凸显了
无锡与RCEP国家的巨大产业联系和
经贸韧性。借着 RCEP 送来的“东
风”，无锡与RCEP各方的经贸水平将
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共同抗击疫情、推
动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希望无锡

及各相关友城全面履行RCEP义务，
加强规则互联互通、产业精准对接和
经验交流，相互协同增力。期待无锡
市和相关友城充分利用好RCEP带来
的新机遇，取得更多新成果。

活动中，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副省长
隆迪梦、新西兰哈密尔顿市市长保拉·索
斯盖特、韩国蔚山广域市国际关系大使
许泰浣、 菲律宾公主港市市政府行政
官阿蒂·阿内尔·佩德罗萨、日本相模原
市市长本村贤太郎、韩国金海市市长许

成坤、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市长莎莉·凯普
等作视频发言，围绕推动经济复苏、提升
营商环境、促进政策信息分享、加强经贸
合作与人文交流等内容畅所欲言、分享
智慧、建言献策。来自中国、日本、澳大
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新加坡等
国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也通过视频开
展交流，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思维碰
撞盛宴，共同推动城市间的友好关系向
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在疫情影响后

“危”与“机”共存的时局下，继续拓展发
展机遇、扩大合作空间，携手共创互利共
赢新未来。 （陈菁菁）

RCEP友城合作论坛暨协同创新创业大会在锡举办

3月23日，外地一名核酸
阳性男子在我市朝阳农产品大
市场等地有活动轨迹。为加强
疫情防控，当晚，我市对朝阳农
产品大市场实施临时封控措
施，对相关场所进行消杀，并对
市场内全体人员开展核酸检
测、环境样本采样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3月 24日早，位于锡宁
路的朝阳蔬果临时保供点启
用，南禅寺朝阳农贸市场正常

营业，全市各大型商超、生鲜
电商平台正加大货源组织和
市场投放力度。请广大市民
放心，目前全市各类生活物资
货源渠道稳定，蔬菜、肉类、禽
类、鸡蛋、奶类、大米、食用油、
方便面等物资供应和备货均
维持平稳，全面满足市民正常
生活需要。

无锡市新冠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3月24日

各类生活物资
货源渠道稳定

本报讯 春意正浓，当双层巴士
配上樱花，当浪漫遇见浪漫，会释放
出怎样的火花？昨日，5辆全新升级
的双层巴士2.0版闪现拈花湾景区。

去年11月21日，“自在趣无锡”
旅游观光专线开通，13辆全新升级
的双层巴士回归锡城，成为展示太湖
明珠魅力的“流动窗口”。

时隔4个月，在五灯湖、在樱花
林，双层巴士与樱花相映成趣，美丽
的导乘员为现场游客提供车上参
观、游览服务，游客、粉丝纷纷驻足
拍照，一切“樱”你而美。摄影爱好
者刘晓旦带上了自己心爱的“长枪
短炮”，就为了记录下这最美的浪漫
时刻。“请问您，这次体验感受如
何？”六岁的小市民华苡宸手持带着
无锡日报LOGO的麦克风，一板一
眼地采访起与她同来体验升级版双
层巴士的妈妈。

樱花林里的双层巴士究竟有什么
不同？据介绍，全新升级双层巴士2.0
版，升级JBL音响系统、引入三个全息
投影仪。车窗玻璃雕刻了无锡元素的
地标形象如龙光塔、清名桥、大剧院、
南禅寺等。为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服
务，桌面板增加了无线充电器、呼叫应
答器。一层还增加了导乘操作吧台，
含热水器、热水壶、小冰箱、储物柜、监
控屏等，如果游客想要在车上互动K
歌，也能通过随车配备的点歌台实现。

本次车辆升级最亮眼的莫过于
二层增加的全景天窗，更大视野、更
好采光，加上二层增加的环形卡座，
更适宜游客们互动。

针对众多粉丝最关心的升级版双
层巴士新线路和票价问题，无锡交旅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新路线和票
价均已进入审批流程，待到批复后，会
第一时间向市民公布。 （徐兢辉）

双层巴士2.0版
闪现拈花湾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无锡市医疗
保障局获悉，市民在定点零售药店购
买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的费用，可
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3月23日，无锡市医保局印发《关
于切实加强当前疫情防控医疗保障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市
民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新冠病毒抗原
检测试剂的费用，可使用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支付。“在22日晚上收到了省局的
通知，之后连夜部署相关工作，完成信
息系统更新调试和与各药店配套完善
的工作”，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
务管理处副处长韩婷介绍，目前在各个
药店上架的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
都可以通过个人医保账户进行划卡结
算。记者从无锡汇华强盛医药连锁了
解到，自3月23日市医保局发文后，该
药店已经通过医保划卡销售了29份抗
原检测试剂盒。“从3月21日以来，如果
市民在汇华强盛药店购买新冠病毒抗

原检测试剂盒的，可以到药店进行补划
卡，取回现金。”无锡汇华强盛医药连锁
信息技术科副科长马骏远说。

记者了解到，市医保局创新推出
了一系列“不见面”业务办理事项，如

“网上办”“邮寄办”“自助办”等非接触
式办理方式，保障经办服务安全平稳
有序开展。“像‘邮寄办’，就是市民可
以将手续资料通过邮件方式寄到市医
保中心窗口服务部，届时会有专人接
收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办理，并将费
用直接打到个人卡上。”市医保中心窗
口服务部部长沈威介绍。需要提醒的
是，市民通过“邮寄办”进行住院费用
报销时需提供发票清单、出院记录、社
保卡（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等材
料。此外，市医保局还及时调整优化
了新冠肺炎患者治疗、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门诊慢性病“长处方”以及“互联
网+”医疗服务结算报销等7个方面政
策举措。 （见习记者 陈梦庆）

新冠抗原检测纳入医保
市医保局多举措助力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