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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声明作废
吴江市同里镇金枝模具加工

厂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20584600505011。

吴江市同里镇盛美模具经营
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
册号：320584600517560。

吴江市松陵镇八坼吴滨文化
用品字牌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320584600164512。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川川小
吃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20509MA1X2B1Q96；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3205840119787。

黄勤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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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00301597。

吴江市松陵镇巧花烟杂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320584600435068。

吴江市盛泽祥英化纤厂遗失
公章1枚。

吴剑丽遗失江苏广播电视大
学毕业证书一份，证书编号：
9304700，声明作废。

苏州市美尊纺织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
91320509MA1PWTD91B。

苏州市吴江区供电公司
检修停电通知

（编号2019-4-8）
4月23日

9:00-15:00 桃源镇:114东
康线Y114G东康22#杆开关以后
线路停电[停电范围:勤益村1#、
4#（虹桥）、2#（车介坝）、5#（茶家
斗）、8#、9#（东横头）、农科站、2#
（西坝）、3#（杏红桥南）、广福村
3#~6#（广福机房、李二队、南长浜
西、南庄头）、12#~14#、（南长浜
桥、虹桥西、洋桥头）、丰源米厂、金
丰米厂、广福线带厂、丰华助剂厂、
金属治练厂、付春皮件厂、沈国荣
塑料厂、养殖场、酒厂、利群村等]，
天雨改期。（停电工作内容:电网维
护）

9:00-12:30 盛泽镇:121苏
南线、122长富线、123北雁线停电
[停电范围:百丝维纺织、东南丝织
厂、盛泽莫留勤丝织厂、盛春经纬、
雨清丝绸(雨润)、建强喷织、洪强喷
织、盛泽收费站、宏业纺织、雪方喷
织、鑫忠奥提花、大龙丝织、苏州市
立皓（永前煤炭）、盛泽水处理发
展、群铁村村民委员会、杨扇2#、
10#、杨桥港村4#、公变 196#、石
家斗(南)、西浜东、老杨扇北；润丰、
润丰/汇鑫、昭人（赤莰百事高/力
恒纺织)、云天花边刺绣、盛虹集团
有限公司、兴桥化纤整理厂、世迎
纺织、盛泽镇交巡警中队、兴桥
12#（肖家浜）；盛泽中学、汇源（新
永联纺织）、吴江赴东纺织集团有
限公司化纤分厂、吴江市久维经编
有限公司、欣达丝绸、晨正、汉通纺
织、峰达纸管、兴桥村村民委员会、
杨扇6#、13#、石门头西、石门头东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
网维护）

7:30- 13:30 横 扇:144 摩
登线、菀湖变：123品奇线停电[停
电范围:北横14#（东字港东）、苏
州市吴江区水利局松陵水利管理
服务站、苏州市吴江横扇生活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菀坪兵悦拓展训练
中心、吴江区公安局、吴江市森泰
机械制造、森泰机械制造、王焰
7#、金菀花园1#变电所2#主变；中
国移动（苏州分公司）、鼎盛热处理
工程、永昌机械、菀坪顺达绕线器
厂、方林机械零件厂、苏州米孚新
材料科技、求精彩印、新湖20#、6#
（东青预制场）、5#（东青机房）、9#
（万平南路、方圆饭店）、19#（新湖
小区）、7#（清水塘）、菀南1#（污工
泵）、旭新电子、菀坪宝鼎机械、瑞
德塑料模具、菀坪立业五金电器
厂、长风工具厂、瑞林金属制品、瑞
德塑料模具、富明机械、优力机械、
杜康宁医疗用品、苏州米米达环保
科技、和喜机械等]，天雨改期。（停
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6:00 震泽镇:117曹

村线停电[停电范围:中国铁塔（苏
州市分公司）、吴江区八都小学、屹
立钢构工程、新联绢纺加工厂、澳
翔纺织、沈氏保温节能材料、东强
金属拉丝、八都宏国铝合金加、中
国移动（苏州分公司）、八都新联染
厂、八都桃花庄玻璃装饰经营部、
上海城新天地家园二期1#~3#变
电所2#、4#、6#主变、贯前人家1#
变电所1#主变、八都集镇4#、10#、
15#、16#、18#、28#、29#、贯桥5#、
6#、双板 11#、16#、原桃花庄村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
网维护）

7:30-15:30 松陵镇:124中
荷线停电[停电范围:平安苑14#变
电所4#主变（2~6#楼、9~11#楼地
下室及电梯）、平安苑15#变电所
7#主变（1#、7#、8#楼地下室及电
梯）、幸福苑7#变电所1#主变（幸
福苑4幢、8幢）、幸福苑8#变电所
3#主变（幸福苑2幢、3幢）、幸福苑
9#变电所5#主变（幸福苑5幢、10
幢）、幸福苑9#变电所7#主变（幸
福苑8幢、11幢）等]，天雨照停。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7:00 松陵镇:143永
江线停电（停电范围:无），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维护）

7:30-16:00 松陵镇:114安
联线2141安联ⅠⅡ段开关至芦荡
路11#10kV开闭所816安联香雪
联络开关间线路、132香雪线芦荡
路 10#10kV开闭所香雪 2#出线
002开关至芦荡路11#10kV开闭
所816安联香雪联络开关间线路，
芦荡路11#10kV开闭所停电[停
电范围: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博雅
精密陶瓷、乔宇机电五金、高效电
子（豪展）、长青物业、常青爱心帮
困会、南邮驾校、立泰家具、中国电
信、第意志自动化设备科技、九昱
电子、环龙实业、泛友实业、德讯、
恒创电子、白龙桥村委、342、361#
公变、清华电子、吴江百程精密塑
胶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
电网建设）

7:30-13:30 松陵镇:125三
里线中山北路26#环网室145中
山26#出线开关至油车路4#环网
室161油车4#进线开关之间线路
停电[停电范围:44#、83#、94#、
138#、266#、129#、436#、500#（松
陵木浪路）、69#、92#、104#、265#
（松陵油车桥）、134#（松陵工农
路）、124#、97#、68#（松陵环新北
弄）、189#（迎松小区）、531#、
105#、106#（松陵小油车桥）、
437#、329#、330#等]，天雨改期。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4月24日
7:30-15:30 松陵镇:123双

杰线运河公园 7#10KV 开闭所
360双杰Ⅵ段开关至721双杰窑
港联络开关之间线路；116窑港
线、136杉松线运河北路2#环网室
122运北2-杉松4号杆出线开关
至1046甘泉杉松联络开关之间线
路停电[停电范围:泰金宝光电、东
运房产(文峰）、298#公变；春宇电
子、和泰电子、福华电子、钜祥精密
模具、运东商贸、运东商贸、江南奥
斯卡（运河之东3#箱变）等]，天雨
改期。（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30-13:30 松陵镇:126淞
南线运河公园 10#10KV 开闭所
365淞南Ⅵ段开关至723淞南泰
华联络开关之间线路；137泰华线
4371泰华Ⅰ、Ⅱ段开关至723淞
南泰华联络开关之间线路停电[停
电范围:根茂电子（苏州）、钧宝电
子（苏州）、路灯管理处、凯竣光电
科技（苏州）、泓凯电子科技（苏
州）、淞南泵站、409#公变；开发区
环卫所、吴江弘良机电、松陵鑫耀
食品商行、苏州迈古精工、松大电
子工贸、吴江庞南空调设备、阳光
小学、淞南村1、2、4#变、三里桥
10、11、15、17、26、34#变、阳光小
学二期等]，天雨改期。（停电工作
内容:电网建设）

7:00-14:30 松陵镇:127振
华线停电[停电范围:阳光新景天
(瑞景国际）、金科廊桥水岸2#~7#
变电所 2#、4#、6#、8#、10#、12#、
14#、16#、18#、20#主变（97~116
幢、46、41、42幢、37、38幢、31、32
幢、26、27幢、137~155幢、62~76
幢、20幢、49~55幢、12幢3、4单
元、40幢3、4单元、11幢）、金科廊
桥水岸四五期 8#~11# 配电室
22#、24#、26#、28#、30#、32#主变
（10幢、5~7幢、1幢、30幢、16、17
幢）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7:45-15:30 松陵镇:111兰
陵线停电[停电范围:苏州物源物
业管理（吴江第一分公司）、吴江商
会置业有限公司等]，天雨照停。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30-15:30 松陵镇:113吉
市线停电[停电范围:金名山光电
(吴江)、格林悦城 1#~4#10KV变
电所 1#、3#、5#、7#、9#、11#、13#
主变、华东商业城6#配电房2#变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
网建设）

9:00-16:00 372 乡南线停
电[停电范围:吴江南玻华东工程
玻璃有限公司]，天雨照停。（停电
工作内容:电网维护）

4月25日
7:00-15:00 黎里镇:113北

黎线F213A北黎18#杆开关以后
线路、119堂草线F219B堂草14#
杆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围:
新珠1#~9#、13#、西包围（新珠叉
渔壕）、吕家栅1#~5#、7#、9#、汾
湖水利管理服务站、巨邦五金制
造、西浜村2#、6#、1#、3#、5#；新鹤
小区16#~18#、25#~30#、37#、西
浜村4# 、中国移动（吴江分公司）、
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等]，
天雨改期。（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
设）

7:30-14:30 黎里镇:121应
春线、136梅墩线（芦墟）、115鹊喜
线 1#10kv开闭所 80C至鹊喜线
1#分支箱出线开关以后线路（芦
墟）停电[停电范围:恒祥鞋业、爱
丽鞋业、梅墩村2#、10#、苏州汾湖
投资集团、汾湖物流中心、国军雕
刻工艺、浮楼5#~7#、苏州美嘉包
装材料、美爱斯化妆品（苏州）、富

立鞋业、三得利织造、鑫永喷织厂、
上海耀韵精密机械制造厂 、北京
捷安电梯部件（苏州分公司）、叶周
3#；林善精密机械制造、大港上
2#、5#、天地人实业发展（苏州）、
固德电材系统、基迈克材料科技
(苏州)、海天织造、弘大工具、永塑
机械、叶周 2#、5#、1#、汾湖 8#、
9#、12#、7#、11#、2#~4#、焜泰精
密机械、优拓实业、盈利达塑业、亿
万达五金散热器制品、海天环球旅
游用品（苏州）、北厍公变路灯
14#、雅信皮具制品(苏州)、卓赢家
具、上田服饰、龙旭新型材料、苏州
恒大服饰、科达液压电梯、南包围
（张家港）、北厍小苏北石料经营
部、北厍临河码头、宇森五金制品、
日塑软管包装、新海飞钢构净化工
程、福昌金属五金配套厂；汾湖水
利管理服务站、芦墟通汇五金配件
厂、汾湖湾村（荣字）、芦墟49#公
变、苏州汾湖投资集团、林善精密
机械制造、大港上1#、2#、天地人
实业发展（苏州）、吴江固德电材系
统、黎里路灯经营管理所、汾湖
1#、6#、百得胜家居、荣欣五金、源
昌鞋业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
内容:电网建设）

7:30-13:30 黎里镇:114越
溪线、117塔山线30#开关以后线
路；121莘塔线28-1-28#杆开关
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围:派克诺
电梯(苏州)、艾特斯环保设备、汾湖
高新区(黎里镇)综合执法大队、大
德机械、丰聚长建筑五金、荣氏纸
粉地砖、明浩电线电缆附件厂、永
星电扶梯部件、志诚服装、精益塑
料五金厂、国奇橡塑制品、永大软
塑包装厂、腾飞软管厂、亚丹特种
金属制品厂、胖哥塑业、康尔泰医
疗设备(苏州)、多菱电梯配套、俊亿
标识、合镁电子科技(苏州)、帝华精
密五金、勤德士展示器材、宇涛机
电、金恒金属制品、天原设备科技、
亨冠展览展示服务、万树日用品、
韩羚包装、霖钰机械科技、江苏亨
通电力电缆、吴江公共交通、华达
包装材料、磊承鑫新型材料、吴江
越强新型建筑材料、君安建材、吴
江鼎隆废金属回收、真开鑫石业、
远通混凝土制品、蔷昇木石、国俊
工贸、苏嘉甬高速公路、丰倡电子、
盛昌路面、汾湖湾村（东玲）、芦墟
40#、50#公变（芦墟318国道百美
电子前、芦墟交管所门前）；波特利
五金照明电器、江苏海岸药业；苏
州冠平贸易、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
大队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中队、高
新村（高树、交警队旁）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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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胜圩线
1#塔出线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停电
范围:吴江区城市路灯工程、蒙特
纳利驱动设备、大港上 4#、康普
（吴江）食品；顶津食品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 14:00 芦 墟:112 育
丛线（黎里）停电[停电范围:黎里
镇环境卫生管理所、万达鞋业、金
邦金属材料、鑫宇金属材料、臻雄
电梯部件、新型金属材料轧制、通
宇电梯轨道、创凯新材料、三鼎塑
胶净化设备、苏玛精密型钢、洁盛
净化工程、森亿冷热缩材料、汾湖
镇振东五金材料加工厂、铭沣装饰
材料、汾湖镇金家坝凤建废品收购
站、红皖金属材料、塘北建筑材料
场、方顺净化彩板、华天金属材料、
鼎业金属材料、凯越金属材料、固
美特精密金属构件、跃进村村民委
员会、和协新型材料科技、鼎明电
梯配件科技、新钢村（埭上、羊笔
港、光明排涝站、姚家埭、袁家浜）、
跃进村（西轸、仰仙圩）、群众10#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
网建设）

9:00-14:30 盛泽镇:142美
印线、113北角线S613A21-1-8#
杆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围:
教育丝织厂（佳泽）、嘉嘉福喷气；
华士纺织(甲甲)、卓越喷织、祺瑞纺
织、永华纺织、方正转移印花、南宵
兴达丝织厂（长弘橡塑压延厂）、恒
方涂层（恒方丝绸整理）、凯乐喷
织、金弘昌（金绣源绣品厂）、程锦
针织厂、苏州常飞纺织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6:00 七都镇:131岁
华线，133浩瀚线、132茂玉线32#
杆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围:
神州线缆厂、强生铝型材厂、新南
方花园家具、七都亨达铝材厂、振
辉铝型材、江南电缆附件厂、双塔
喷丝纺织厂、凯强复合材料科技、
昊飞光学材料厂、双塔集团吴江特
种光电线缆厂、能率生物质燃料科
技、鑫兴通信器材厂、平安管业科
技、桥下村（文义兜村1#、桥下村
1#、4#-11#）；神州铜业、神州双金
属线缆、神越铜业、东方铝业、巨通
快速电梯厂、巨星铜材、中美达电
子科技、港豪花园家具、恒通园艺、
通信电缆厂、长桥村（长巨港村
2#、9#）、菱田村（菱塘湾村18#）；
恒昇新能源、菲世特管业、自立标
准件、兴胜金属拉丝厂、强生铝型
材厂、桔园丝绸织造厂、长桥村（长
巨港村6#、10#）、吴越村（双荡兜
村9#、前浜兜村2#、3#、5#、7#、钮
介兜村3#）等]，天雨照停。（停电工
作内容:电网维护）

原定于4月22日 9:00-17:
00 松陵镇:145远安线开关至行
船河路6#环网室181行船6#进线
开关间线路停电，天雨照停。（停电
工作内容:电网建设）现因故取消。

吴江区供电公司
2019年4月12日

供电服务热线：63012222

苏州市吴江区社会团
体注销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
注销的社会团体予以公告。

社会团体名称：苏州市
吴江区城乡规划协会

登记时间：1993 年 03
月04日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20509509992815R

单位地址：松陵镇鲈乡
北路437号

法定代表人：沈远
业务主管单位：苏州市

吴江区规划局
注销日期：2019年4月

12日
苏州市吴江区民政局
二0一九年四月一十二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