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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市城厢镇力源装卸搬运服务部遗
失财务章，编号：3205851920075，声明作废。

●太仓市淏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慎
将春江景苑6号楼1504室商品房买卖合同出
卖方一份遗失，买受人为刘洁婷，合同编号：
202102920100138，防伪码：KHGMOVRX-
WMRL，声明作废。

●太仓市骏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
太仓市南阳路6号书香苑2幢自行车库商品房
买 卖 合 同 一 式 三 份 ，合 同 编 号 为
202111220200004，防伪码OQWFXJKXFB-
FM，声明作废。

●太仓市兴建机械铸造厂遗失财务章，编
号 ：3205850937923，法 人 章 ，编 号 ：
3205850937925，声明作废。

●太仓市君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号：3205852112270，声明作废。

●施晓建遗失太仓晟宇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开具的童
礼苑 13 栋 3101 房款收据，编号：1069224，
收据金额：323613 元，编号：1031061，金
额 ：131805 元 ，编 号 ：1031276，金 额 ：
970831 元，编号：1065342，金额：161805
元，声明作废。

●钟利、吴畏遗失太仓裕泰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江露苑3号1204室购房收据1份，
收据号：1064304，金额：155190元，声明作废。

●池微微遗失购买太仓熠泰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的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江沁

苑4栋2504室收据一张，金额161079元，编号
1026651，声明作废。

●王洁遗失购买太仓恒泰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的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江漪苑5
栋703室收据，金额230000元，编号1024138，
声明作废。

●吴利巧遗失购买太仓熠泰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的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江沁
苑 4 栋 2202 室收据，金额 153277 元，编号
1026655，金额152756元，编号1012170，声明
作废。

●司素兰遗失太仓裕泰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的江露苑5栋101室认购书和收据，认
购书编号G9221202，合同金额1450579元；收
据信息：编号 1036110，金额 22000 元；编号
1067085，金额125058元；编号1055095，金额
143058元；编号1069908，金额145058元；编
号 1059094，金额 145058 元；编号 1003492，
金额347元，声明作废。

●郑建军不慎遗失太仓熠泰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江沁苑4-2004购房收据2份，
房款收据号：1014739，金额:248271元；房款
收据号：1025625，金额:165514元，声明作废。

●赵琴不慎遗失太仓裕泰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江露苑1-2703购房收据2份，房款
收据号：1064425，金额：305798元；房款收据
号：1059293，金额：163899元，声明作废。

●乐敏遗失购买太仓晟宇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开发的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江

沁苑 2幢 4202 室收据，金额 30000 元，编号
1023672，金额30000元，编号1023786，金额
145393元，编号1023809，声明作废。

●张芙蓉遗失购买太仓恒泰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的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江漪
苑 2 栋 805 室收据，金额 158515 元，编号
1030579，声明作废。

●王荆遗失购买太仓裕泰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的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江露苑7
栋801室收据，金额164989元，编号1055423，
声明作废。

●邵峰遗失太仓恒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江沁苑7栋2单元
3303室收据5份，金额都为：164494元，编号：
1024252， 1014427， 1024583， 1025841，
1009343，声明作废。

●高笑笑遗失太仓裕泰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开具的江露苑6栋
404 房款收据，编号：1010650,收据金额
149619元，声明作废。

●黄兰遗失太仓裕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童鸢雅苑9号楼2503室购房收据2份，
房款收据号：1069406，金额：112085元；房款
收据号：1059084，金额：134085元，声明作废。

●肖华、胡晓静遗失购买太仓隆泰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
颂学雅苑7栋2601室收据和认购书，认购书编
号G7595005，收据金额22000元，收据编号
10364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广告热线：33018088

因太仓融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市资源规划局、市行政审批局申请调整位于港区安江路西、光华路北、平江
路东的“新建320519408402地块（太仓2019-WG-16地块）住宅以及商服用房项目规划建筑设计调整方案”项目
规划设计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江苏省
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现将听证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规划设计方案调整内容：根据审图意见对总图及地库平面优化调整。具体调整后的方案可到太仓市人民政
府官网“公示公告”栏目查看（www.taicang.gov.cn），也可向市资源规划局详细规划科、市行政审批局项目建设审
批二科咨询。

二、听证告知和听证申请：为保护利害关系人(商品房业主、购买人、预购人)的合法权益，现发布听证权利告知
书，利害关系人可在本告知书发布之日起5日内，向市资源规划局、市行政审批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逾期无人申请
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市资源规划局、市行政审批局依法不举行听证会。

三、听证申请所需材料：听证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不动产证或购房合同等证明材料。（携带原件及复印件）
四、听证举行：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听证申请的，市资源规划局、市行政审批局将在20日内组织听证，并在举行

听证7个工作日前，将通过太仓市人民政府官网“公示公告”栏目发布《听证通知书》。听证申请人超过5人的，由听
证申请人推选5名代表参加听证；未推选代表的，按照申请时间先后顺序确定前5名听证申请人参加听证。

五、本告知书同时在太仓市人民政府官网“公示公告”栏目、项目现场、《太仓日报》向社会公告。
特此告知！
咨询地址、电话：
1.市资源规划局详细规划科，电话53556824。（太仓市上海东路96号）
2.市行政审批局项目建设审批二科，电话53890597。（太仓市县府东街99号）

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太仓市行政审批局
2021年10月22日

规划设计方案变更听证权利告知书
太资规听通[2021]第9号 太行审听告[2021]第11号

一、项目编号：SZYT2021-TC-T-020
二、项目名称：2021~2023年度排水许

可第三方勘查服务项目
三、成交信息
供应商名称：苏州市平海排水服务有限

公司
供应商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南

天成路77号501室
成交单价：5000.00元/户
采购预算：290000.00元
四、主要标的信息
名称：2021~2023年度排水许可第三方

勘查服务项目
服务范围：太仓市范围内排水户排水许

可现场管网勘察服务，项目服务内容主要为
对企事业单位项目等排水户内部的污水管
网进行潜望镜QV勘查和管道的闭水试验，
并根据项目实际按需开展污水管道的
CCTV检测

服务要求：详见采购文件
项目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
服务标准：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及国家

标准
五、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成交单

位在领取成交通知书时付清采购代理服务
费，成交服务费为预算金额的1.5%，本项目
成交服务费为4350元整。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无
八、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

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太仓市供排水管理处
地址：太仓市柳州路19号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苏州云天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地址：太仓市东亭北路22号
联系方式：13732630101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李奕斌
电话：13732630101

因高新区舍弗勒电力外线业扩工程需要，为了保证工程顺
利进行及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决定自2021年10月21日
至2022年2月30日对高新区青岛东路开发变北侧，青岛东路
与东仓北路交叉口西侧，常胜北路与青岛东路交叉口西侧，实
施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的交通管理措施。施工路段限
速30公里每小时。请过往车辆、行人经过该路段时按照交通
标志指示信息有序通行，并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和疏导。

江苏省太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局
太仓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10月21日

道路施工通告
2021~2023年度排水许可第三方勘查服务项目成交公告

广告

■内蒙古、陕西最先检出
阳性病例

据通报，内蒙古二连浩特市12日
对某物流园区闭环管理人员例行隔日
核酸检测时发现一组检测为阳性。随
后的进一步检测和会诊确认了1例本
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该患者第一时间闭环转运至医院
进行观察治疗，相关接触人员全部进行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日，二连浩特市
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据通报，16日至17日，陕西新增2
例外省游客核酸检测阳性病例。该二
人由上海出发，曾在甘肃、内蒙古自驾
旅游，核酸检测确认阳性后，已在定点
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此后，西安市全面开展排查管控。
上述游客所在旅行团一行共7人核酸
检测呈阳性，截至18日7时，确认其中
6 人为确诊病例，1 人为无症状感染

者。根据病例轨迹追踪信息，西安市突
出重点、分级实施，开展核酸检测排查，
并对病例活动过的区域实行封闭管控。

■多个省份相继报告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

上述阳性病例公布后，多地紧急对
其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排查。

据通报，截至20日7时，内蒙古二
连浩特市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7
例。20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发现1人
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截至21日记者
发稿时，内蒙古额济纳旗报告本土确诊
病例13例。

截至20日中午，甘肃报告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8例、无症状感染者2名；宁
夏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

此外，18日，湖南长沙县报告新增
1例外省输入确诊病例。19日，贵州遵
义市确诊1例病例，专家组诊断为外省
关联病例；北京新增1例确诊病例，曾

与宁夏确诊病例同一车厢相邻。20日，
湖北天门市报告新增2例确诊病例；河
北邢台市报告新增 2 名无症状感染
者。21日，青海海东市确认1人核酸检
测结果呈阳性，已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

■多地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疫情发生后，陕西、甘肃立即启动
应急响应机制，动员各级各方面迅速行
动、及时防控。内蒙古阿拉善盟、北京
丰台区、青海海东市等地也已启动应急
响应机制，正逐级采取封控管控等措
施。

据通报，截至19日，西安重点场所
重点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并封闭管控相
关场所、小区22处。内蒙古额济纳旗
于19日起，在全旗范围内开展全员核
酸检测工作。

截至目前，甘肃兰州市中风险区已
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自21日起，全市中

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线下教
学培训活动一律停止。

通报显示，从20日开始，河北邢台
市计划用1天时间完成邢台市信都区
主城区、襄都区常住人口全员核酸检
测。湖北天门市已经采取密接追踪、
封闭管控等疫情防控措施，相关流行
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正有序
展开。

在湖南长沙县、贵州遵义市，确
诊病例相关接触人员及重点人群、场
所正在全面排查，核酸检测、区域管
控、环境消杀等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正
在推进。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的病毒基因测
序结果尚未公布，疫情源头还未确认。
1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召开
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国家卫健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进一步从严从紧
抓好各项防控工作，坚决遏制当前局部
地区疫情扩散蔓延，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新疆沙湾市的棉农在一家棉花收购厂外排队等候销售（10月20日摄，无人机照片）。
近日，新疆棉花的重要产区沙湾市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采棉机在棉田里轰鸣，满载棉花的卡车在乡间道路上往

来穿梭。棉农抢抓农时，将采收的棉花售卖给收购厂，当地新棉收购工作有序进行。今年，沙湾市种植棉花176.62万
亩，棉花收购价格高于去年同期。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为全
面掌握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状况、促进
青少年儿童健康发展，国家卫生健康
委、教育部对《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
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中小学生健
康体检管理办法（2021年版）》。办法明
确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出现健康
问题的学生建立档案并随访。重点围
绕超重、肥胖、营养不良、脊柱弯曲异
常、视力不良、龋齿等健康问题开展工
作。

与修订前相比，办法结合现阶段我
国中小学生常见健康问题，对体检项目
进行了适当调整，并将体检项目划分为
基本项目和可选项目两部分。基本项
目中，新增腰围、臀围、听力、外耳道与
鼓膜、扁桃体等项目。此外，明确眼科
检查内容为眼外观、远视力和屈光度。

此外，办法增加了质量控制与感染
管理、信息管理与安全等方面的内容。
要求每年定期对学生健康体检机构进
行体检现场抽测，严格开展质量控制；
核对体检人员资质和培训考核合格记
录，检查体检人员健康状况，预防交叉
感染。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0日电 英国卫生大臣贾维
德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疫情远未结束，人
们可能在今冬某天看到，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高达10万例。但他同时表示，英政府尚不打算收
紧防疫措施。

贾维德说，英国政府对新冠确诊病例激增和死
亡病例数据“感到担忧”，但目前还不准备启动包括
强制戴口罩等措施在内的《应对新冠疫情：秋冬计
划》的B计划，即疫情出现严重恶化时的后备计划。

据英国政府20日公布的数据，该国当天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49139例，日增病例数连续8天超过4
万例，累计确诊8589737例；新增死亡179例，累计
死亡139031例。19日，该国新增新冠死亡病例223
例，是3月9日以来该数据最高值。

截至20日，英国12岁以上人群中超过86%的
人已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约79%接种了两剂疫
苗。

不少专家警告，英国将面临“异常艰难”的冬
天。英国卫生安全局首席执行官珍妮·哈里斯20日
说，目前英国日增新冠死亡病例数“正朝着错误的方
向发展”。英国国民保健制度（NHS）国家医疗事务
主任史蒂文·波伊斯日前表示，随着英国新冠感染率
上升，住院人数将继续增多，此外还有流感病毒等其
他病毒传播，这将增加医护人员的压力。

英国政府公布的《应对新冠疫情：秋冬计划》包
括A、B两个计划。其中，疫苗接种是A计划安排的
首要防线；B计划则包括在一些场所强制戴口罩，建
议人们在家办公，以及某些大型活动场所可能强制
要求入场人员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等。一旦新冠疫情
严重恶化，英国政府将在卫生保健部门面临“无法承
受的压力”时启动B计划。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0月20日电 鉴于9月下
旬以来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维持高位，罗马尼亚总
统约翰尼斯20日晚宣布，从25日开始，罗中小学生
放假两周。

约翰尼斯当天在举行疫情防控内阁成员会议后
宣布了上述决定。他说，当前疫情对罗马尼亚中小
学校造成严重影响，导致众多人员感染，必须实施一
系列限制措施以控制疫情。

据罗教育部统计，截至20日，该国学龄前儿童
和中小学生新冠确诊病例为16168例，教职员工确
诊病例达5590例。目前共有480名儿童新冠患者
住院治疗，其中39人重症。

罗马尼亚中小学校自本学期起全部恢复到校上
课。根据防疫规定，若校内某班发现新冠确诊病例，
则该班改为上网课；如果某校半数以上的班上网课，
则全校改为网上授课。

据罗政府卫生部门20日发布的数据，该国较前
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7158 例，累计确诊
1503422例；新增死亡423例，累计死亡43039例。

罗马尼亚自9月下旬起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维
持高位，其19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新增死亡和重症
病例数均创下该国疫情以来最高纪录。

罗马尼亚中小学生
放假两周以缓疫情压力

新华社莫斯科10月21日电 俄罗斯核电站运营
商俄罗斯核电公司21日发布消息说，俄南部罗斯托
夫核电站的2号发电机组因在例行检修中发现安全
隐患而关闭。

消息说，当地时间21日0时54分，工作人员在
巡视过程中发现，2号发电机组控制蒸汽发生器中
一条管道焊缝出现泄漏，核电站随即关停了2号发
电机组。

据该公司消息，罗斯托夫核电站1号发电机组9
月18日起开始定期检修，3、4号发电机组目前仍在
正常运行。

俄罗斯媒体今日早些时候报道称，罗斯托夫核
电站发生蒸汽泄漏，导致2号发电机组关闭。泄漏
事故并未造成人员受伤，核电站所在区域辐射水平
未发现异常。

资料显示，罗斯托夫核电站位于俄罗斯罗斯托
夫州伏尔加顿斯克市东北13.5公里处的齐姆良斯
克水库附近，是俄罗斯最南端的核电站。

疫情波及10省份
多地全面开展排查管控

警惕肥胖和近视眼！

中小学生健康体检
管理办法修订

截至21日凌晨，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陕西、内蒙古、甘肃、宁夏、湖南、贵

州、北京、河北、湖北、青海10个省区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已向多地

派出工作组，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新疆棉花收购忙新疆棉花收购忙

英国日增新冠病例
今冬或达10万例

俄罗斯罗斯托夫核电站
2号发电机组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