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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失失启事启事
声明作废
崔侠遗失保险销售人业

人 员 执 业 证, 编 号:
0200023205848000201800
8079。

吴江市汾湖银杏粮油生
产专业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
J3054003330301。

吴江区松陵镇窝窝遇上
馍早点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0509MA1T7LGK6W。

苏州市随欣所语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遗失江苏省增值
税普通发票 10张，发票号
码 ： 67590157、
67590158、 67590159、
67590160、 67590161、
67590162、 67590163、
67590164、 67590165、
67590166； 发 票 代 码 ：
3200164320。

苏州嘉逸标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1枚。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黎
黎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0509MA1T649D27。

吴江区松陵镇李洲轮胎
修理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0509MA1QG1299K。

吴江市松陵镇双星五金
电器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 ， 税 号 ：
320525195412220272。

仲国荣遗失天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车牌
号为苏EU3R56的交强险保
单 ， 保 险 单 号 ：
6613232080120180001777
；遗失商业险保单，保险单
号 ：
6613232080820180001720
。

吴江区震泽镇小杨饭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20509MA1Q5YP795。

苏州一号平价眼镜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509MA1X0DPW5W
。

吴江区盛泽镇红洲水果
超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20509MA1X8YP208。

苏州市米兔网咖遗失公
章1枚。

苏州市吴江区供电公
司检修停电通知

（编号2019-3-8）
3月25日

7:30—16:30 七都镇:
114 节制线 Q414A 节制线
58#杆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停
电范围: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
指挥部、七都水利管理服务
站、丰民村村民委员会、中
国移动(苏州分公司)、丰民
村 （民 字 浜 2#、 4#~7#、
9#~12#、 欢 喜 桥 2#、 4#、
7#）等]，天雨照停。（停电
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7:30 盛泽镇:
112 跃进线、121 青牛线、
122龙珠线停电[停电范围:
南麻总善丝织厂、吴江华衍
水务有限公司、利达有色金
属、七庄8#（稻鸡湾）、14#
（十字港南）；苏州采璞化纤
有限 （卓颂化纤）、先达纺
织、双泽纺织（范帆）、春根
纺织厂、金万布业织造厂、
拓幻丝绸织造厂、机电站
（跃进机房）、沈家2#、4#、
5#、 7#、 8#、 10#~12#、
15#、16# 中旺5#、总善桥
北、青龙桥、周基浜、永宁
桥、孙家里、张千坝、东周
埭、跃进机房、总善桥、宋
家桥；盛泽镇综合执法局
（路灯）、江苏博雅达纺织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
内容:电网建设）

3月26日
7:00—11:00 松陵镇:

128 光新线 63#、103#公变
停电[停电范围:金盛典当、
东城沿路32#（1、2、3幢）
东城沿路46#（1幢）公园路
103~137#店面、吴江市军休
所等]，天雨改期。（停电工
作内容:电网建设）

12:30—16:30 松 陵
镇:114陵南线61#公变停电
（停电范围:新盛街 7、6、
44、32 号等），天雨改期。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9:00—16:00 盛泽镇:
124梅龙线停电[停电范围:
联友（东吴）、佳斌喷织厂、
伟伟织造厂、瑶瑶喷织、米
高纺织、林超纺织(蓓盛）、
兴燕喷织、荣海纺织、裕隆
昌纺织品、林超纺织 (蓓
盛）、大成村（早字浜、早字
港）等]，天雨照停。（停电
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9:00—16:00 盛泽镇:
122东港线停电[停电范围:
福泰喷织厂、凯达织造、苏
强（汇创纺织）、春铼塑料、
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华毅
机械、永盛达、庄平村村民
委员会、平桥村 7#、 14#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
内容:电网建设）

9:00—12:30 盛泽镇:
136 江浪线、137 高越线、
138康友线、114银鱼线停电
[停电范围:杰尼思创业园
（美得亿（卓盛）、大龙（久
鑫织造）；苏州市千千高纺织
厂、荣威喷织整理厂、苏州
市吴江区水利局盛泽水利管
理服务站、吴江市黎里天主
教堂、兴桥幼儿园、机电站
(吉水桥）、兴桥 1#、 3#、

8#、 13#、 14#、 16#~18#、
吉桥 1#~10#；诚华喷气织
造、忠林喷织、新生喷织、
永康达（艺源喷织）、久盛纺
织公司、苏州庭美卫材有限
（每天纺织）、云飞化纤织
造；永康达喷织、吴江盛泽
永康达喷织厂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维
护）

3月27日
7:00—17:00 桃源镇:

131樱草线、133金荷线（盛
泽）、134兰丹线、135佛手
线、136芸香线、141幽茶
线（盛泽）、142楠竹线（盛
泽）、143秋玉线、144苗景
线、145 花雨线 （盛泽）、
146朱明线停电[停电范围:
苏纶特棉纺；中国联通（吴
江分公司）、纤丝舫（苏州）
新材料、纤丝纺特种纤维
（冬利化纤）、旺成纺织厂、
百明丝绸织造厂、向欣丝绸
织造、利诚织造厂、振南织
造厂、晨怡纺织（方大）、炯
鑫喷织厂、宇达织造厂、华
钟织造厂、盛泽水处理发
展）、冠通纺织、汤家 2#、
6# 桥南 4#、8#、12#、市
头浜、计孔浜；邦和喷织
厂、移动公司、华美制衣
厂、千山万水纺织品、膜致
清环保工程、美明达、德扬
纺织、易利耐机电科技、富
乡12#变（庞家斗南）；宇晨
纤维科技；漳龙纺织、宝璐
纺织、桃源镇建华加油站、
开阳村16#；裕华塑业包装
材料厂、中源科技纺织、永
炜纺织、江苏豪发纺织科
技、高路村（高草路、吴家
横、大家浜、石家埭、倪家
浜、高路桥、北桥头、高路
酒厂、高路塑料）、南麻荣鑫
丝织厂、天欣纺织（天顺喷
织厂）、明阳喷织厂、自强织
造厂、常捷纺织、常捷纺
织、七庄 10#、16#、桥北
1#、5#、7#、8#、10#、乌
金浜西、卖竹埭、长水路、
西村埭(自强厂门口)、西村
埭；宝冠纺织整理、星之尚
科技纺织厂、广通纺织品、
杰文喷织厂、孚华纺织品、
江龙喷织厂、恒林织造厂、
林丽织造厂、顺胜喷织厂、
苏州杜怡纺织厂、桥南村村
民委员会、汤家7#~9#、桥
南 5#、朱家浜 （蒋家浜）、
戴家村、人民机房、徐家
浜、杨家里、戴家桥北、桥
南机房、计孔浜、汤家浜
东；污水厂、桃源富乡污水
处理、罗林纺织整理、澳明
纺织品、嘉发喷织厂、宇
源；永宁村 2# （盛家坝）、
9#（豆腐浜）、富乡10#（液
化站）、17#、铜罗路灯 3#
（麻溪路南）、城市路灯、春
夏秋冬餐饮管理、铜罗集镇
13# （罗北小区、海纳百川
浴室、煜祥房地产 （办公
室））、14# （敬老院东）、
东方红织造、瑞凌喷织厂、
天龙日用金属制品厂、恒辉
布业、东盛车业、永林喷
织、液化站、荣盛达、桃源
钢材现货交易；保利化纺、
明太纺织、金利织厂、群峰
纺织、伟奇纸业、后练纺织
厂、杰峰纺织、涛升纺织、
后练村 （圣塘港、小泉浜、
李家浜、大泉浜、稻机湾、
计家里、罗塘桥、美罗酒
厂）、林恒纺织厂、盛泽东舟
丝织厂、恒日织造厂、盛泽
水利管理服务站、南麻集镇
26#、七庄15#、原收费站东
(在田里)；稳得福乳胶厂、
森亮化工、罗森助剂等]，天
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
网维护）

7:00—17:00 盛泽镇:
111桥南线停电[停电范围:
万盟纺织（枫逸、享德利）、
南麻东庄丝织厂、亿安达化
纤厂、吴江恒力地产、机电
站预制厂、桥南 1#、 6#、
9#、10#、庄平 11#等]，天
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
网建设）

9:00—16:00 桃源镇:
116长亭线Y516C长亭 59#
杆开关以后线路（盛泽）停
电[停电范围:江苏吴江区城
市路灯工程有限公司、丰阳
纺织（明宇纺织厂）、南麻瑞
明纺织厂、苏州帝涛纺织
（汇博、龙力纺）、腾旭纺织
厂 （学良加弹厂）、七庄
4#、7#、花头浜、雷沱浜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
内容:电网维护）

7:00—13:00 盛泽镇:
113 汤家线、114 麻溪线、
126 兰台线、127 古柳线、
129兰舟线停电[停电范围:
鼎佳纺织、鑫磊复合丝厂、
同鑫织造厂、江达喷织厂、
腾诚纺织、俊彦塑料包装
厂、友丰喷织厂、苏州丝路
达纺织 （逸超）、新德龙纺
织、苏州鼎赛龙大提花纺织
（新德龙纺织）、兴捷隆（福
达织造厂）、昌利喷水厂、桥
南村村民委员会、国海纺
织、南麻集镇 11#、 24#、
29#、 桥 南 3#、 7#、 市 头
浜、金桥厂西长水路、南麻
建忠路红绿灯北、中心小学
南；丽达纺织、亚军织造
（金桥）、泽青纺织厂、汉鼎
织造厂、帛丁布业（高密纺
织厂）；久美微纤织造；南麻
中学、南寺织造厂、欣成丝
织厂、金惠织造、南麻恒兴
丝织厂、帛乐纺织、亨腾格
纺织（享德利纺织厂）、享德
利纺织厂、康耀纺织（康汇
化纤织）、延陵纺织（康汇、
亿安）、化纤织造厂、拓幻丝
绸织造厂、南麻中心小学 、
江苏盛泽投资有限公司、吴
江市路灯管理处、南麻社
区、派出所、加油站、吴江

南麻幼儿园、贤远纺织、万
润 家 园 1#2#、 南 麻 集 镇
2#、4#、10#、18#、25#、
9#、 28#、 桥 南 2#、 11#、
13#；金昂织造厂、华俊纺
织、苏银纺织品、得盛喷织
厂、南麻福达织造厂、苏青
纺织、路虹纺 （国海/南麻
绢纺厂）、坤达喷织厂、双
伊纺织、坤达喷织厂、品信
纺织科技、盛泽投资有限公
司、寺西洋村村民委员会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
内容:电网建设）

9:00—14:00 黎里镇:
121夕源线停电[停电范围:
众志成纺织厂、佳豪塑业、
黎里胜利塑模厂、超元纺织
厂、万机喷织厂、畅冉塑
胶、吴江黎里浦西喷丝织造
厂、珺安纺织、丰久纺织、
骏帆纺织、苏嘉通管业、利
丰 3# （西晒浜、农机站院
内、黎明南路、西厍浜、黎
丰新区、黎锋新村）、5#
（十三湾、厍地上、交通西
路 10 号）、10# （交警队、
交警中队入镇口(转盘处318
国道)）、 11# （文龙喷织
南、西凌荡、太浦河边(原化
工厂)107 室） 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
设）

7:00—11:00 松陵镇:
121盛江线512#、133#公变
停电 （停电范围:石里北弄
3#-68#、70#、71#、流虹
路 1 幢、石里南弄 40 号
等），天雨改期。（停电工作
内容:电网建设）

12:30—16:30
松陵镇:121 盛江线 135#、
88#公变停电（停电范围:石
里南弄 5#、6#、9#、61#-
143#油车路61幢568#，油
车北二弄，油车北一弄3#、
4#，鲈乡北路 333#、373#
等），天雨改期。（停电工作
内容:电网建设）

9:00—16:00 七都镇:
122 环湖线 Z7443 环湖线
14#杆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停
电范围:荣达制冷配件、吴
江区庙港实验小学、兆合纺
织、领瑞置业、财富广场小
区、农贸市场、庙港赏湖坊
小区、渔业社区、沿湖小
区、盛庄村（合群3#、7#、
9#、10#、13#、15#）、庙
港集镇 1#、 4#、 6#、 9#、
11#、 17#、 19#、 20#、
21#、 23#、 35#、 36# 等]，
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
电网建设）

吴江区供电公司
2019年3月14日
供 电 服 务 热 线 ：

6301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