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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失失启事启事
声明作废
吴江市昌华铸造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 ， 注 册 号 ：
3205842185000；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本、副本，税号：
320584773779220；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
代码：G34834865；遗失公
章、法人章各1枚。

吴江市松陵镇仁丰酒业
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320584600390042；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320584L3060262X。

徐胜花遗失苏州伟业迎
春地产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
增值税普通发票，号码：
07446837。

苏州钰嶂铸铁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
本 ， 税 号 ：
320584063221257；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
代码：063221257。

苏州小桔灯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MPX4K4M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054009177101。

吴江市汾湖镇黎里成林
日用品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
证 副 本 ， 税 号 ：
321281198302180993。

胡刚遗失苏州市住房置
业担保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出具的江苏省苏州市服务业
通 用 发 票 ， 发 票 号 码 ：
00065060。

父亲陈志明、母亲朱慧
遗失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320047079。

周建勤遗失中国移动吴
江分公司出具的保证金押金
收 据 ， 编 号 ： 00008788、
00008789、 00008790、
00008817、00008775。

吴江市七都镇庙港农贸
市场凤春鲜肉摊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320584600574488。

苏州隽恒土石方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509MA1MWYLY86。

吴江市勤航纺织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509780296550K。

苏州康凯纺织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054006859001。

苏州市晨晖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576659668G； 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054004566901。

苏州市国华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对下列标的进行
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同里镇区三桥旁部分
房屋三年租赁权，竞买保证金
3万元整。

二、拍卖时间：2018 年
12月14日下午1点30分 拍
卖地点：本公司拍卖厅。

三、预展报名时间和地
点：即日起报名截止时间
2018年12月12日下午3时，
报名地点吴江区东城沿路80
号金色领地东区701室。

四、联系电话：0512—
63968675、18962500099。

注明：本次报名需开具银
行本票，收款方：苏州同里国
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参加竞
买者须凭有效证件（个人凭身
份证，公司凭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等原件及复印
件加盖公章）办理报名手续，
并按要求缴纳保证金，在截止
时间前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逾期不予办理。

苏州市东吴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对下列标的进行
拍卖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废旧地磅、监控物资，

保证金：1000元。
2.废旧物资一批，保证

金：1万元。
3.盛泽镇蔬菜大队部分

房屋三年期租赁权，保证金：
每个标的1万元。

注：2号标的竞买人须是
经营范围包含废旧物资回收
的公司（不含个体户），成交
后，须全部搬清，不得拒搬认
为无用物品。3号标的仅限
蔬菜大队户籍村民、原承租人
参与，户籍村民家庭户限报一
个标的。

二、拍卖会时间、地点：
1~2号标的2018年 12月 13
日10时30分，吴江区松陵仲
英大道1010号院内五楼。3
号标的2018年12月14日13
时30分，盛泽镇蔬菜大队会
议室。

三、报名、展示时间：即日
起至2018年12月12日10时
止

报名地点：吴江区松陵仲
英大道1010号院内三楼

预展地点：即标的物所在
地（自行看样）

四、电话:15162389333
竞买人须凭有效证件（个

人凭身份证原件，公司凭营业
执照、法人身份证等原件及复
印件盖公章）在截止时间前办
理报名手续(自然人不接受委
托报名)，并在报名截止时间
前缴纳保证金，逾时不予报
名。

苏州市吴江区供电公司检修
停电通知

（编号2018-12-4）
12月15日

7:00—17:00 松 陵 镇:
142新胜线鲈乡南路1#开闭
所93B至芦荡路1#开闭所开
关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围:
吴江区太湖新城市政绿化管
理中心、吴江区市政管理中

心、中国移动 （苏州分公
司）、国测(苏州)智慧城市科
技产业园等]，天雨照停。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9:00—17:00 松 陵 镇:
142新胜线思贤路1#开闭所
92D新胜线1#开关以后线路
停电[停电范围:吴江市松陵
联杨农贸市场、吴江滨湖新
城科创园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苏州市吴江区松陵小学
(联杨幼儿园)、联杨新村1-
1#、1-2#（7~12幢）、联杨
新 村 2- 3#、 2- 4# （1~6
幢）、联杨小区 1~15#等]，
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
电网建设）

9:00—17:00 松 陵 镇:
126 清华线文苑路 2#10KV
开闭所423清华IV段开关至
城投大楼 1#10KV 开闭所
424清华Ⅳ开关之间线路停
电[停电范围:苏州康顺置业
有限公司、永旺永乐(江苏)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苏州市
吴江区太湖新城市政绿化管
理中心、苏州亨通物业有限
公司等]，天雨照停。（停电
工作内容:电网改造）

9:00—17:00 黎 里 镇:
117铜鱼线1#环网柜80C至
铜鱼线1-1-1#杆出线开关
以后线路（芦墟）、116凤蝶
线1#10KV开闭所80B至凤
蝶线1-1-1#塔出线开关以
后线路（芦墟）、139胜圩线
1#10KV开闭所80B至胜圩
线1#塔出线开关以后线路停
电[停电范围:苏州意诺工业
皮带、苏州吴江区城市路灯
工程、苏州蒙特纳利驱动设
备、大港上 4#、康普 （吴
江）食品；苏州汾湖投资集
团、吴江顶津食品等]，天雨
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
改造）

9:00—17:00 黎 里 镇:
121华腾线（芦墟）、124西
芦线、125浮楼线汾杨路1#
10KV开闭所80C至浮楼线
1#塔出线开关以后线路、
116水泥线停电[停电范围:
亚德林机械(苏州)；久知(苏
州) 电力科技、北厍路灯
15#、兆舜玻璃钢制品、北
厍公变路灯16#、大联新材
料 (苏州)、北厍公变路灯
17#、苏州汾湖投资集团、
市政设施管理处（吴江市路
灯管理处）、大联9#、天然
气管网、中国移动（吴江分
公司）、杰灵软管包装、昇顺
包装缓冲材料、千尊达建
材、泰恒电气；固德电材弹
性材料(苏州)、深圳市中晟
创新科技苏州分公司、东锦
饮品(苏州)；吴江大西洋纺
织、吴江纺织浆料二厂等]，
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
电网改造）

9:00—17:00 黎 里 镇:
121 啤酒线、122 新方线、
124南莺线、134关隘线停
电 [ 停 电 范 围: 黎 里 集 镇
64#、斜网 8#、百禧服饰、
托普纺织(苏州)、吴江欧德
化工、天林建材厂；吴江申
华铝管包装、黎里利东塑料
厂、学新喷织厂、东恒不锈
钢金属制品、经弹纺织、源
长盛织造、欲字 6#、欲字
村、南星村、汾湖水利管理
服务站、荣欣电泳涂装、天
科金属制品、华林废金属回
收站；西达纺织、大西洋纺
织、君达纺织、华联丝绸喷
织厂、领头羊纺织科技、莱
檬 （苏州） 纺织、惠元纺
织、通浩喷织厂、黎光特种
油品、康柏斯企业 （苏州）
石化、四联6#、黎里平桥塑
料绳厂、联通合网络通信；
华联丝绸印染厂、宏瑞精密
机械厂、东恒轴承厂、中海
油销售（苏州）、苏州汾湖投
资集团、苏州廉洁电子、圣
莱特精密陶瓷厂、宏康包
装、吴江区黎里镇鸿阳废品
回收站、志铭精密金属、金
世金属制品(吴江)、黎里安
置房、吴江汾湖古镇保护、
祥达金属制品、泰来五金涂
装厂、海宏水泥制品、汾湖
水利管理服务站、华联丝绸
印染厂等]，天雨照停。（停
电工作内容:电网改造）

9:00—17:00 黎 里 镇:
123豪雅线停电[停电范围:
民森纺织厂、加金电子配
件、北厍三联织造厂、易双
隆纺织、华联丝绸喷织厂、
托普纺织（苏州）、苏州帝亿
纺织、震洲喷织、黎里36#
公变、中泰液化石油气、佳
优预制构件、吉星鱼具、机
电站、运河植物油脂、利丰
16#、黎里5#公变、黎里集
镇 57#、建筑社预制场等]，
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
电网改造）

7:45—16:00 黎 里 镇:
129 浒泾线、130 上丝线、
143萧索线Z萧索2#杆G01
开关以后线路、126浩艺线
FA26B浩艺36#杆开关以后
线路停电[停电范围:沁程纺
织、荣毅喷织、恒广织造、
苏州固定五金制品、吴江嵘
瑞五金电器、天长塑胶（苏
州）、创意玩具（苏州）；南
湖景苑、汾湖镇黎里春跃金
属机械厂、震洲喷气织造
厂；荣毅喷织、泰源织造、
杰源喷织厂、惠鑫喷织厂、
振张织造厂、佳辰纺织、莱
彩数码纺织；泰硕电子、天
润喷织厂、中元纺织、黎里
路灯5#、光大喷织厂、黎里
32#、43#、24#、28#公变、
黎里集镇 58#、70#、利丰
8#、17#、18#、财皇喷织
厂、沪江塑料制品、黎里荣
达喷织、荣信纺织、天地喷
织、光明喷织厂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改
造）

7:45—16:00 芦墟:121
金杨线、122塘北线、123幸
二线、113沈庄线F613B沈
庄42#杆开关以后线路；131
莱特线松汾线1#10KV开闭

所Z莱特2#出线002开关以
后线路、115明德线F915D
明德39#杆开关以后线路停
电{停电范围:来东净化设
备、木金净化彩板、苏州市
吴江区市政管理中心、新钢
村村民委员会、中国移动
（苏州分公司）、汾湖水利管
理服务站、光明加油站、金
奥臭氧、新钢村 [羊笔港
5#、13#、3#、2# （金家坝
并铁厂）、7# （金家坝傍
字）]；洁之宝塑料制品、建
辉净化工程、迅旺彩涂金属
(苏州)、金家坝集镇7# （金
家坝羊笔港开发区）；华生塑
胶制品、江南净化工程、富
丽净化灯具、永丰净化、康
欣医用敷料、林森保温建
材、金家坝集镇23# （盛金
厂）、 15# （金 家 坝 生 物
厂）、跃进村（南厅村西村机
房）；同车金属制品、华新空
调净化、万里彩钢净化、祥
佑鞋业、华申成套不锈钢厨
房设备厂、拓镨洁净技术、
江苏绿叶净化科技、梓毓钢
构净化彩板、金诚净化、兴
科净化设备、吴江公交站场
建设管理、吴江兄弟净化设
备、蓝林空气净化设备、运
通丝绸服饰、金中物资供
销、金成钢构建筑、金助净
化设备厂、博川鞋业、苏州
净化设备厂联营厂、市政设
施管理处(吴江市路灯管理
处)、大潮村[金家庄1#、2#
（吴家浜）、3#、7#变、5#、
直下港 7#、3#]、金家坝集
镇48# （吴江区芦墟镇金家
坝金利路）、54#（金家坝滨
河路）、31#（金家坝兽医院
旁）；隆鑫电梯部件、钢杰彩
板科技、雄诚净化空调设
备；晶信净化设备、优信鞋
业、欧福蛋业、金家坝红木
家俱厂、海德净化板业(苏
州)、宇晨净化设备厂、准诚
板业、汾湖镇金家坝姚根荣
钢模出租站、运通丝绸服
饰、金家庄2#、渔业村1#、
金家坝渔业村（金家坝渔业
3#、 2#） 等}，天雨照停。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改造）

7:00—16:00 盛 泽 镇:
145长笛线停电[停电范围:
世佳纺织涂层、盛泽水处
理、肇元纺织整理（中经纺
织）、港生丝绸、隆凯纺织、
展骥转移印花、真艺转移印
花、东港村村民委员会（添
源纺织）、振旺纺织、鼎美纺
织 （宏鹰刺绣厂）、机电站
（东大港套闸）、苏州苏嘉杭
高速公路、沛创纺织、兴桥
北机房、镇东污水厂、大佳
源、和佳纺织植绒厂、兴桥
（5#、 1#、 15#）、 大 东
13#、杨扇 （5#、26#）、公
变 148#、大东里墩、新区
（东大港机房旁）、里墩227
省道东、里墩东、里墩、万
圩上东、池口上、北机房、
七家坝东环路西、潘家湾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
内容:电网维护）

7:30—16:30 盛 泽 镇:
117盛家线、121塔浜线停电
[停电范围:阳光幼儿园、城
南小学（第二中心小学）、广
丽丝绸、荣华喷丝织造厂、
名门科技材料、苏州盈宇纺
织科技、耀江绣品、李家浜
（3#、4#、7#、10#、11#）、
圣 塘 （2#、 3#、 5#、 7#、
8#）、思古桥小区、孙家埭
港西（科技路南）、孙家埭、
思古桥、南腾头、长弄里、
陆家浜南、长弄里东、陆家
浜机房、新桥头；佳力高
纤、（安保电源）、佳喆喷织
(圣升纺织）、宇通房产（阳
光兴盛豪苑） 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维
护）

吴江区供电公司
2018年12月4日

供电服务热线：6301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