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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停电公告

王国平遗失就业失业证，号码为3206122013004383，作
废。

张效娟（身份证号码为 320624196410144425），遗失保
险展业证，号码为02000032060080002013030265，作废。

朱逸轩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O320860882，作废。

8 月 17 日 08:00- 17:30
10kV育民线 余田村

8 月 17 日 07:00- 11:00
10kV娄安线 阚庵村、庵西村、
路灯变、京通石墨设备、雷龙化
工设备、爱布龙纺织、俊炜服
饰、友邦金塑制品、海顺鞋业、
百劲机械、恒星鞋业等用户

8 月 18 日 07:30- 13:00
10KV五总线 渔湾村

8 月 18 日 07:00- 17:30
10kV娄阳线 横港居委会

8 月 19 日 06:30- 12:30
10kV杏园线 百家花苑 4＃、
6#、2#箱变

8 月 19 日 13:30- 19:30
10kV皇都线 江海皇都 2＃、
4#、6#箱变

8 月 19 日 07:00- 16:00

10kV 港北线 志田村 52487、
10482、10466、52486、10376等
用户

8 月 20 日 06:30- 12:30
10kV皇都线 江海皇都 16＃、
18#、20#箱变

8 月 20 日 13:30- 19:30
10kV 皇都线 江海皇都 12#、
8#、10#箱变

8 月 21 日 08:00- 17:00
10kV新雁线 于家坝村

8 月 21 日 06:00- 12:00
10kV芦花线 芦花港村

8 月 21 日 06:30- 12:30
10kV皇都线 中瑾世纪城1＃、
2#箱变

8 月 21 日 13:30- 19:30
10kV 霞北线 金霞北苑 10#、
11#箱变

公开致歉书
我公司位于南通市通州区石

港镇石西居 8组，2020年 7月 4日，
因乳胶制品排放的污水，经本公司
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氨氮超标受到
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对此我公司

认真反省，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与
治理是每家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
责任。在此向社会公开道歉并作
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认真履行环保行政处罚决
定。

二、全面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
任，对所排放的污水按照环保部门
的要求，严格处理，确保达标。

三、履行环保社会责任，不再
出现污水超标排放。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江苏梦吉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最新外贸
数据显示，7月当月，中国外贸进
口、出口继续保持双双正增长，出
口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下半年中
国外贸迎来良好的开局。从今年前
7个月来看，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17.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
下降1.7%，中国外贸正在进入企稳
复苏的通道。

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进
出口 2.93万亿元，增长 6.5%。其
中 ， 出 口 1.69 万 亿 元 ， 增 长
10.4%；进口 1.24 万亿元，增长
1.6%。从前 7个月看，进出口总值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1.5个百分点。
其中 ，出口 9.4 万亿元 ， 下降
0.9%；进口 7.76 万亿元，下降
2.6%；贸易顺差1.64万亿元，增长
8.1%。

“数据说明我国生产已经走上
企稳复苏通道，后续进出口将进一
步恢复，全年外贸可能出现正增

长，中国能够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
更大贡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
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表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
究部副部长刘向东称，外贸数据表
明，尽管全球外贸形势复杂多变，
特别是外需出现一定萎缩，但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出
口复苏势头强劲，中国稳外贸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稳中向好的态势得
到加强，下一步外贸形势有望持续
恢复至正常水平。

对于外贸增长的原因，海关总
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认为，主
要得益于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充分
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支撑
外贸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有
力促进了外贸的回稳。

崔凡表示，外贸的好转得益于
三大因素：一是中国的疫情防控取
得突出成就，国内生产迅速恢复，

国内大循环得以激活，一些跨国企
业将订单转移到中国，促进了出口
增长；二是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
策逐步取得成效；三是营商环境的

改善和对民营企业的重视促进了民
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为
中国出口的主力军。

（来源：人民网）

7月出口年内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
外贸企稳复苏速度加快 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 （下称“国铁集
团”）获悉，7月份，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71亿元，同
比增长 3.6%，其中，基建大中
型项目投资完成499亿元，同比
增长1成以上。截至2020年7月
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4.14万公里，其中，高铁为3.6
万公里。

国铁集团建设部工程管理处
处长马芝仪表示，部分新线的顺
利投产为铁路高质量发展起到了
助推作用。“比如上海至苏州至
南通铁路、安顺至六盘水高速铁

路分别于7月1日、7月8日按期
开通运营，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路
网结构，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了新动能。截至7月底，今年
全国铁路已投产新线 1310 公
里，其中高铁733公里。”

马芝仪说，铁路重点工程建
设加快推进，进一步提升了我国
铁路网的规模和质量，较好地发
挥了投资带动作用，推动了相关
产业发展，在稳定就业，扩大内
需，吸纳工业产能，促进经济稳
步恢复，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等
方面作出了贡献。

（来源：新华网）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近日访问英
国，与英方就“脱欧”后两国的贸易
协定进行谈判，这是日本外相疫情
后首次出访。英日双方表示，谈判
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在一些关
键领域存在分歧。

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后，将
不再享有此前欧盟和日本之间的贸

易协定。这意味着，如果英日之间
未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双方将于
明年 1月 1日开始回到世界贸易组
织框架下进行贸易。为此，双方于
今年6月展开了贸易谈判。

根据英国政府的数据，去年英
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为 314亿英
镑（1 英镑约合 1.3 美元），英国有

9500家企业向日本出口商品。日本
是英国非欧盟地区的第四大贸易伙
伴，也是英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
国之一。

正在谈判中的英日贸易协定，
将很大程度上借鉴2019年日本与欧
盟达成的贸易协定，汽车、奢侈品等
领域有望延续与欧盟相同的关税标

准。英国希望在金融服务、电子商
务等领域进一步推进与日本的贸易
关系。

英日双方表示，争取在本月底
达成原则性协定，以便让协议在今
年年底生效。如果双方成功签订协
议，这将是英国正式“脱欧”后签署
的首份贸易协定。（来源：人民网）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突破14万公里

7月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71亿元

英国同日本贸易谈判取得进展
汽车等领域有望延续与欧盟相同的关税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