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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失失启事启事
声明作废
江树平遗失吴江平望羊

毛衫市场用房协议书，编
号：0000581；房号：2-7-
15；遗失收款收据，号码：
0000114、0000119。

姜克国遗失苏州市吴江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中心出具的报名发
票 、 收 据 ， 号 码 ：
11200486、2784535。

沈文昌遗失苏州市吴江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收心出具的报名发
票 、 收 据 ， 号 码 ：
18638016、4817332。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
院遗失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
缴 款 书 ， 号 码 ：
0003464554。

母亲金丽君、父亲陈晓
峰遗失新生儿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L320154192。

吴江市松陵镇盈峰电子
五金商行遗失财务章一枚。

吴江区松陵镇诗凡黎服
装店遗失发票专用章1枚。

张毅遗失中华联合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车
牌苏E57TT7 的机动车辆商
业 保 险 单 ， 单 号 ：
0119870108000360000333。

吴江区松陵镇君茂小吃
店遗失公章1枚。

苏州胜德利精密模具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509MA1W8WAE7J。

吴江区盛泽镇柏尼得西
餐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20509MA1WHNPL4G;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205840114775。

苏州市勋帛纺织品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PX6905Y。

吴江区盛泽镇泽明餐饮
管理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2320509MA1W5HAK94。

苏州鼎丰拍卖有限公
司拍卖公告

本公司受委托，将对下
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黎里镇人民路旁部分

房屋三年期租赁权，竞买保
证金2万元。

2.七都镇富家路旁部分
房屋三年期租赁权，竞买保
证金1万元。

3.吴江经济开发区瓜泾
口水利枢纽站部分场地三年
期租赁权，竞买保证金2000
元。

4. 报废船只拆解处理
权，竞买保证金5万元。

5. 报废船只拆解处理
权，竞买保证金2万元。

6. 报废船只拆解处理
权，竞买保证金1万元。

注：标的详情可到本公
司了解。3号标的竞买人须
为基站设备建设、维护的企
业。4号标的船只共计约145
只、5号标的船只共计约173
只、6号标的船只共计约64
只，受让人须依照政府相关
部门规定将船只拆解，并无
公害就地处理，4号、5号、
6号拍卖采用密封递价拍卖
方式，且竞买人须为吴江区
范围内拆迁公司。

二、拍卖时间：2020年
9月23日下午1时30分

拍卖地点：吴江汽车站
北侧2楼（本公司拍卖厅）

三、预展、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2020年 9月 21日
下午3时

预展地点：即标的物所
在地

四、联系电话：
0512-63406966
18962586903
参加竞买者须凭有效证

件在截止时间前办理报名手
续，并按要求缴纳保证金，
在截止时间前以实际到账为
准，逾时不予办理。

苏州市华轩拍卖有限
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9

月24日下午2时在苏州市吴
江区松陵镇流虹路678号三
楼拍卖厅进行公开拍卖，现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吴江区
黎里镇芦墟浦南路730号房
屋二年租赁权，租用面积约
664㎡，拍卖保证金3万元。

二、标的预展时间：自
公告日起至拍卖日前电话预
约看样

三 、 联 系 电 话 ：
13616256628

四、竞买登记手续办
理：竞买人须于2020年9月
23日下午3时前持本人身份
证等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并缴纳拍卖
保证金，逾期不予办理。

减资公告
苏州市丰沁进出口有限

公司原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整，现减资至100万元整。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丰沁进出口有限

公司
2020年9月16日

苏州市吴江区供电公司
检修停电通知

（编号2020-9-9）
9月26日

8:00-11:00 横 扇:122 横

西线H322B横西31-1-1#杆开关

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围:横扇街

道办事处、横扇集镇、直港南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

电网建设）

7:30- 14:30 震泽镇:123

夏家线；113宇田线双板6#变令

克以下线路停电[停电范围:苏州

维隆铝业有限公司、华轩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明港商品砼有限公

司、江苏友谊科技有限公司、苏

州优力克流体控制科技有限公

司、通快电梯(苏州)有限公司、三

鑫木业有限公司、龙降桥 2#、

10#(徐家浜、孔家桥东）、勤联8#

（毛儿浜）、双板6#、13# （蠡思

浜北\南）、永联 2#、6#、10#、

13# （金家浜、小引、积谷浜、

八如桥南)、勤联村、永联 1#、

4#、5#、7#、8#、11#、14#(屠

湾浪、旱城头、波思浜、蠡思

桥、万千坝、蠡思桥）等]，天雨

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30-14:30 芦 墟:114 云

烟线、142雨林线Z4654雨林线

302#杆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

围:综合永鼎物流(苏州)有限公

司、江苏沪苏浙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中国石化、吴江际高纺织企

业有限公司、诺奇兄弟新材料(吴

江)有限公司、新天地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吴江龙腾线缆厂、中国

移动、上海乾隆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苏州丰连实业有限公司、中

国铁塔、苏州枫华学校、上海兆

亿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吴江

芦墟水产有限公司、苏州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苏州市高速公

路建设指挥部、三和 （低高）

村、城司 （城司） 村汾湖大道

旁、芦墟汾湖大道东村、联南

路、三和（爱好）村、苏州枫华

高级中学；苏州汾湖市政养护有

限公司、利丰供应链管理(苏州)有

限公司、上海乾隆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苏州易商全盛仓储服务有

限公司、嘉合(苏州)仓储有限公

司、江苏易湖仓储服务有限公

司、月亮湾大花园、莘塔康力大

道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9月27日

9:00- 13:00 松陵镇:111

百 亚 线 （新）、 114 裕 耀 线

（新）、112春禄线（新）、113如

通线（新）；111浦西线、112大

洋线、113浦北线、114八坼镇

线；113金车线1008金车线117#

杆开关至1009金车浦北联络开关

之间线路停电[停电范围:金大陆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吴江恒成喷

气织造有限公司、苏州泰盛玻纤

有限公司、苏州泰盛机械有限公

司、苏州拓恒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吴江高瑞纺织画材有限公

司、丰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东

方钢模有限公司、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松陵镇环境卫生管理

所、农创村村民委员会、横扇田

西荡污水处理厂八坼分厂、鑫源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金龙橡胶制

品有限公司、苏州市繁荣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中国石化、荣龙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中石化壳牌(江

苏)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吴江经营

部、风帆织造有限公司、苏州润

鑫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移

动、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联庄村2#（联庄东港

机房）、11# （联庄东庄田）、练

聚村 16# （陶家圩东）、农创村

1#~15#( 农创唐方港、农创七

组、农创公路机房、农创八组、

农创村委东侧、农创南机房、三

荡、农创小区、农创东村、农创

铜管厂边、农创西村)、园艺场

1#、2＃ （农药厂）、八坼集镇

39# （路灯）、松陵 552#~554#

（路灯）公变；苏州市吴江区市政

管理中心、苏州华明建材有限公

司、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苏州新达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苏州市江诚人防设备有限公

司、松陵镇城建综合码头、苏州

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吴江

弘远投资有限公司、明港道桥工

程有限公司、松陵水利管理服务

站、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吴江盛泰保温工程有限公

司、苏州淞铁金属制品加工有限

公司、华新混凝土有限公司、中

国联通、恒泰混凝土制品有限公

司、锦尚花园1#、2#变电所1#、

3#主变（八坼锦尚花园东区1~7

幢、10幢、八坼锦尚花园34幢、

36~39幢、锦尚花园西区35号楼

物业用房）、南营村1#、~6#（杨

家浜南石桥西、南营新兴圩(排

涝)、南营陆家浜、南营杨家浜、

南营村、南营村南石桥）、8#（南

营村新兴圩）、坡字村6#、新营

村1#~16#（新开港、卖鱼港、新

营北、小港里、北石桥、湾斗

里、袁家桥、新营小区、屯头

上、南潭里、湾斗里、蛋壳圩、

北石桥北亦圩、镇南小港里）、友

联村1#（镇南一队）、镇南村1#~

5# （何家村、小港里、火车浜、

火车浜桥边、草阿荡）；苏州悠想

食品有限公司、康海化纤有限公

司、安奇纺织品有限公司、苏州

天珑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易通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友联村村民委

员会、松陵镇卫生院、吴江区八

坼小学、新营村村民委员会、苏

州熠耀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恒泰

电器有限公司、苏州市世纪晶源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亨通龙

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鸿达艺

术栏杆有限公司、八坼集镇15#

（学校路）、22#、29#（通联路路

灯）、34# （东环路路灯）、八坼

集 镇 35#、 36#、 51#、 52#、

55#、71#配变 （起重厂宿舍区、

老中学、学校路派出所门前）、锦

华家园 1#~3#箱变、锦尚花园

1#、2#变电所2#、4#主变（锦尚

花园东区8~9幢、11~12幢、锦

尚花园25~33幢）、乐居花园1#~

3#变电所1#、3#、5#主变（乐居

花园一期11~13幢、16幢、乐居

花园一期9~10幢、14~15幢、乐

居花园一期5~8幢及商铺）、通联

小区 （紫来苑小区 1~4 幢及商

铺）、友联村 10# （浩上）、9#

（东湾塘东）；吴江新创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松陵第三中学、八坼

街道办事处、松陵镇敬老院、八

坼幼儿园、苏州市吴江胜地生态

园有限公司、吴江元虹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苏州未来教育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北新街、镇南新村

(运河边)、镇南新村(敬老院)、

227省道路灯、通谊路、南环路

路灯、开源路、机电站边、镇南

新村、八坼农贸市场、乐居花园

一期16幢、20~21幢、乐居花园

一期18~19幢、22~23幢、乐居

花园一期1~4幢、友联浩上、友

联1队、友联浩上；松陵水利管

理服务站、坡字 1#、4# （徐阿

港、金家桥东）、八坼渔业 1#

（渔业机房）、联民1#（联民大成

港）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

内容:电网建设）

7:30- 12:30 松陵镇:111

白鹤线白鹤15#杆G02开关至白

鹤幼云100联络开关之间线路停

电[停电范围:中国铁塔、吴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市政管理处、苏州

绿港置业有限公司、华润置地(苏

州)地产置业有限公司、西湖花苑

西区 601~618、西湖花苑西区

667~685、西湖花苑西区 865~

911、西湖花苑西区 871~918、

西湖花苑西区777~813、西湖花

苑西区619~631、西湖花苑西区

633~661、西湖花苑西区 686~

700 号、西湖花苑西区 701~

730、西湖花苑西区 736~766、

西湖花苑西区771~808、西湖花

苑西区717~769、西湖花苑西区

636~666、西湖花苑西区 820~

863、 西 湖 花 苑 西 区 815~856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

电网建设）

9:00- 11:00 盛泽镇:134

易曼线、131友春线停电[停电范

围:建新化纤织造厂、万鑫化纤

织造厂、恒荣织造厂、水处理、

万鼎纺织厂、庄平村村民委员

会、远硕织造厂、盛泽水利管理

服务站、吴江水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盛泽城区投资、南麻富阳

网络厂、庄平新区6#~10#、太

平 村 8#、 9#、 1#、 2#、 4#、

5#、6#、下庄5#、9#、朱家门、

坝心里、庄口东、村部南(朱家门

东)、庄口南、小浜、庄口机房、

东坝头、庄平新区；永宇化纤织

造厂、新亦达喷水织造厂、苏州

市明睿诚纺织 （明龙）、盛泽城

区 投 资 、 下 庄 6# （下 庄 村）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

电网建设）

9月28日

7:00- 14:00 黎里镇:128

北杨线 （新）；123 黎东线 1#

10KV开闭所80C至黎东线1#分

支箱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

围:力索兰特 （苏州） 绝热材料

有限公司等]，天雨照停。（停电

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9:30- 14:00 松陵镇:118

花港线、119清树线出线开关至

花港路5#环网室111中山-花港5

进线开关之间线路停电[停电范

围: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江陵实

验初级中学、苏州晟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超市）、苏州晟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影院）、

苏州吴江区青橙溪源幼儿园、香

漫雅园13幢、南香漫雅园一期

16幢、香漫雅园14幢、香漫雅

园一期17幢、南香漫雅园一期

21幢、香漫雅园一期20幢、香

漫雅园一期19幢、香漫雅园一期

18幢、香漫雅园一期22幢、香

漫雅园三期3幢、6幢、香漫雅园

三期4幢、香漫雅园三期1幢、5

幢、香漫雅园10幢、香漫雅园9

幢、香漫雅园7幢、香漫雅园11

幢、香漫商业广场商铺 185-

195、香漫商业广场商铺 101-

108、 128- 142、 168- 184、

217-255、香漫商业广场商铺

143- 160、 224- 242、 九 龙 路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

电网建设）

7:00- 11:30 松陵镇:115

神农线东方海悦1#配电所1#主变

停电 （停电范围:东方海悦等），

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

建设）

12:00-16:30 松陵镇:121

纬一线东方海悦1#配电所2#主变

停电 （停电范围:东方海悦等），

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

建设）

6:30- 15:30 桃源镇:116

长亭线（盛泽）、117丝风线（盛

泽）、141幽茶线 （盛泽） 停电

[停电范围:江苏吴江区城市路灯

工程有限公司、东东纺织 （星

飞）、华超纺织后整理厂、丰阳

纺织 （明宇纺织厂）、南麻七庄

振兴织造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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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加

弹厂、南麻七庄丝绸厂、南麻加

油站、电器厂、乌金浜、花头

浜、雷沱浜、锦路纺织有限公

司；苏州福珺喷织厂、荣庄塑料

包装厂、吴江市群峰纺织有限公

司、杰峰纺织、苏州云蕾欣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后练村7#（大泉

浜南）、11# （计家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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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捷纺织有限公司、裕华塑

业包装材料厂、永炜纺织有限公

司、江苏豪发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乌金浜西、卖竹埭、长水

路、桥北11组西村埭南、西村埭

(自强厂门口)、西村埭西、西村

埭东、高路村2#（高草路）、高

路村 1# （吴家横）、3# （屠家

浜）、5# （石家埭）、8# （倪家

浜）、9#（屠家浜西）、10#（北

桥头）等]，天雨照停。（停电工

作内容:电网建设）

7:30- 11:30 平望镇:115

合兴线停电[停电范围:苏州璟联

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原:创联纺

织)、苏州龙雷赛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群星村村民委员会、云高织

造有限公司、雍鑫化学品有限公

司、忠誉织造有限公司、苏州创

云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平望城市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小西村14#

（小西村1、2组）、4# （小西村

11 组）、 6# （小西村 11、 14

组）、平东村 2# （平东村 1组、

西浜）、8# （平东村 5组）、3#

（平东浏子里3、6组）、6#（平东

村7、8组）、藏龙村4#（1、2组

藏龙港）、1#（1、2组）、3#（3

组龚家湾）、2# （5、6 组桃树

港）、5#（3、4、7组）、平东村

5# （平东村 4 组）、4# （池家

头）、长浜村1# （1组）、2# （2

组）、4#、3#（1组）、5#（养殖

鱼池）等]，天雨照停。（停电工

作内容:电网建设）

原定于9月 24日 7:00-14:

00 松陵镇:135梅柳线227省道

23#10KV开闭所梅柳4#出线004

开关至笠泽路4#10kV开闭所逐

水梅柳100联络开关、体育路9#

10kV开闭所760河东梅柳联络

开关间线路、133云霞线Z云霞

3#杆G03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天

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

设）现改为 9月25日7:00-14:

00 松陵镇:135 梅柳线 227省

道23#10KV开闭所梅柳4#出线

004开关至笠泽路4#10kV开闭

所逐水梅柳100联络开关、体育

路9#10kV开闭所760河东梅柳

联络开关、大发环网柜844庞金

梅柳联络开关间线路、133云霞

线Z云霞3#杆G03开关以后线路

停电，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吴江区供电公司

2020年9月15日

供 电 服 务 热 线 ：

6301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