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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声明作废
朱二妹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580715414243。
钱钰林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511104251343。
张金海遗失残疾证，证号：

52272319670703092952。
凌兴龙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760828251143。
张福观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370416301243。
苏州金泰利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509753921314L；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合同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各1枚。

李春英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681121532853。

志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509746814799Y。

沈玉琴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630723352754。

吴江市松陵镇大智食品烟
杂店遗失中国移动吴江分公司出
具的吴江柳胥大智电子指定专营
店的保证金押金收据，号码：
00102628。

吴江区松陵镇盛世雅歌琴
行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20584600683097。

靳福遗失上海红星美凯龙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吴江分公
司出具的安德玛索的质量保证金
收据，号码：4506236。

张经付遗失吴江市飞达汽
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服装
费收据，号码：302721。

施剑祥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710825593952。

刘晨明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920213801742。

俞建华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741028808873。

沈金荣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671220801862。

严来娣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550815802062。

杨爱凤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410914802343。

钱金林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52519460923801742。

苏州苏禾纺织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054006043401。

吴江市浩冠纺织品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05400384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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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区人民防空学会

登记时间：2006 年 07 月
25日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20509509993199X

单位地址：苏州市吴江区
平望镇梅堰开发区双龙路10号

法定代表人：郭老虎
业务主管单位：苏州市吴

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注销日期：2019年9月10

日
苏州市吴江区民政局
2019年9月10日

苏州市吴江区供电公司检修

停电通知（编号2019-9-7）

9月19日

9:00-12:00 桃源镇:121风

正线、122洋西线停电[停电范围:

文头8# （汽修厂北边）、青云集

镇 35# （交管所）、6# （张家

里）、百花6#、业广集成房屋有

限公司、陶墩村 6# （虹桥港）、

苏州好宜家木业、苏州金富来纸

业有限公司、金泰制桶、永豪地

板、宇博饰面材料厂、大卫木

业、苏州福德木业有限公司、铁

塔公司、强宇生物质颗粒厂；铜

罗集镇17#（酿酒总厂）、铜罗集

镇 10# （西花苑西区）、天泉纺

织、苏州聚益塑料制品、宏正纺

织、大众容器厂、吴江罗森化工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

电网建设）

7:00-17:00 七都镇:127华

鹰线、125心甸线、118西田线、

123田东线停电[停电范围:正华铜

业、苏州百居顺物业服务、吴江

百升模具、恒泰塑料物资供应

站、苏州雅仕木业厂(有限合伙)、

吴江吉良铝塑科技、苏州如亨材

料、七都沈家纺器厂、吴江永联

铜材厂、苏州得利来线缆厂、红

星塑料电线厂、苏州瑞恒管业科

技、嘉勋纺织、三联电器元件

厂、苏州德欧塑业、佳友电工材

料、沈家湾村 （沈家湾村 1#、

3#、5#、13#）、西洋渔业社区

（渔业村 2#）、七都集镇 16#、

19#、 20#、 92#； 良 华 照 明 器

材、苏州振丰电线电缆厂、克莱

斯电梯（中国）、苏州万贵新型包

装材料、七都镇开吉木门厂、利

贵纸塑制品厂、苏州市宏鑫电线

电缆厂、江苏亨通线缆科技、苏

州赫通管业科技、敏通同轴电缆

厂、苏州市京兆线缆厂、江苏莱

德建材股份、江苏金洲管业、台

洋纺织（苏州）；隐读村（勤丰村

2#、 4#、 6#、 7#、 9#、 12#、

13#、15#）；富威科技 （吴江）、

七都镇卫生院 、苏州市越球建筑

防水材料、吴江金都建筑工程、

华江通信器材厂、苏州嘉都机械

科技、苏州市华杰五金照明电器

厂、苏州库卡木业股份、锦鼎丝

绒织造、美奥快速电梯（苏州）、

国新电梯科技、苏州菲特威尔木

结构房屋、西洋渔业 （渔业村

3#、 4#）、 沈 家 湾 村 7#、 8#、

9#、 17#、 集 镇 18#、 37#、

86#；金顺金属材料厂、恒通电

缆、苏州腾锦瑜化纤贸易、盈顺

铜材、七都农村物业股份合作联

社、吴江冠晟金属材料、苏州宝

嘉新能源科技、迈科铜业、七都

镇宏伟铝合金加工厂、七都伟达

线缆厂、沈家湾村 （沈家湾村

11#、 14#）、隐读村 （勤丰村

3#、5#、10#、17#）、丽都国际

小区、悦湖花园小区、皇家首府

小区、七都集镇 57#、85#等]，

天雨照停。

7:30-15:15 松陵镇:124华

天线 （同里）、116 文杨线 （同

里）停电（停电范围:吴江氟瑞斯

制冷剂有限公司、开发区总公

司、卓因达科技、博众精工；江

苏通鼎光棒技术、江苏通鼎宽

带、开发区建设局、开发区水利

站、开发区路灯等），天雨照停。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30-15:15 松陵镇:116高

辛线 116高辛线 1#10kV开闭所

高辛3#出线003开关至运河公园

5#10kV开闭所722新州高辛联络

开关间线路；111新州线运河公

园 8#10kV 开闭所新州 4#出线

003开关至运河公园 5#10kV开

闭所722新州高辛联络开关、111

新州线1#10kV开闭所新州1#进

线 010 开关间线路停电[停电范

围:松陵基督教堂、鸿兴名邸2#

箱变 （6#、8#楼 1~2单元电梯、

7#楼电梯）、255#公变（米兰假

日酒店）、3#公变（吴江区供电公

司集体宿舍)、同仁嘉园1#配电所

2#主变（1幢、2幢、9幢）等]，

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

建设）

7:30-14:30 松陵镇:111肖

南线、131书雁线、128莲花线停

电[停电范围:苏州纽维尔精密机

械、昊承织造制衣、无锡照明工

程、西联1、4、7~9、11#、益郎

5~7、 11#、 金 牛 2# 变 、 友 联

6#、吴江水利服务站、苏州美凯

美克电子科技、苏州瑞米特电子

科技、盛华纺织品、天龙机械、

永胜密封制品、八坼集镇 10#、

18#、（八坼金和路）、八坼集镇

32#（路灯）；海达制衣、苏州和

随智能科技、苏州中垒新材料科

技、苏州卡瑞电子科技、建科电

子科技(苏州)、辽源服饰、联丰制

衣、晨达包装材料、吴江丽澄针

织服装厂、金康电力器材、松陵

镇明华金属铸件厂、新云制衣、

苏州科华玻璃工程、吴江滨湖新

城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移动（苏州分公司）、松陵中良粮

油、松陵水利管理服务站、江苏

科林集团、宝林商城、紫来苑1-

2#、 友 联 2#、 八 坼 集 镇 60#、

19# 宝 林 路 、 69# 农 业 银 行 、

37#、5#、27#、25#、20#北新

街、61#、24#财富广场、7#大桥

路、21#、56#、 2#北新小区、

72#、 30#、 64#、 4# 中 心 街 、

50#、 67#、 57#、 45#南浩街、

11#邮电弄、航东街、48#、68#

西塘街、49#、28#、38#；苏州

德迅工具制造、苏州山技光电科

技、苏州盈发机械制造、苏州中

润电子、苏州迈普工具、江苏迈

隆电子科技、恩斯特精密金属(吴

江)、安达实业、中石化（庞金加

油站）、污水处理6#泵站、苏州

镜珂塑胶科技、冠富电子等]，天

雨照停。

吴江区供电公司

2019年9月10日

供电服务热线：6301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