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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声明作废
赵安妹遗失保险销售从

业 人 员 执 业 证 ， 号 码 ：
0200013205008000201807
3083。

吴江区松陵镇天惠杂货
商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 号 ： 320584600646582；
遗失公章1枚。

吴江市飞祥塑钢门窗厂
遗失公章1枚。

张圣印遗失吴江区顺红
驾校出具的报名发票，号
码：0040638。

张成亮遗失中华联合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商业险保单，保险单号：
0218320508000360001883
；遗失商业险发票，发票号
码：65127914。

朱熠遗失销售不动产统
一发票（自开），发票号码：
00331927。

声明
松陵街道笠泽路999号苏

河鼎城花园12幢地下室27号车
位（D.27号车位）归12幢206
室业主沈振所有。

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英诺赛科 （苏州）半导体

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200000万
元整，现减资至 185000 万元
整。

特此公告。

英诺赛科（苏州）半导体有限
公司

2019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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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八都社区八七公路旁部分

房屋五年期租赁权，竞买保证
金：5万元。

2.庙港社区沿湖西路旁部分
房屋二年期租赁权，竞买保证
金：2000元。

注：标的详情可到本公司
了解。1号标的竞买人须提供经
营方案，经审核通过后方可报
名参与竞拍。

二、拍卖时间：2019年 8
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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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月 19 日上午
10时

预展地点：即标的物所在
地

四、联系电话 ：0512-
6340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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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吴江区供电公司
检修停电通知

（编号2019-8-11）
8月21日

7:00—13:00 芦墟:114 汾
东线芦莘大道7#10kV开闭所
82F至芦北8#箱变出线开关以
后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芦北
8#、芦北村等），天雨照停。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2:00 桃源镇:116
神湾线世纪豪庭1＃箱变、世纪
豪庭2＃箱变、世纪豪庭3＃箱
变停电 （停电范围:世纪豪庭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12:00—17:00桃源镇:116
神湾线丽景花园东区1#箱变1-
1#主变、丽景花园东区1#箱变
1-2#主变停电 （停电范围:丽
景花园东区等），天雨照停。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1:00 盛泽镇:117
青溪线财富中心4#变电所9#主
变停电 （停电范围:财富中心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8月22日
7:00—13:00 松陵镇:131

圆利线Z1464圆利线 13#杆开
关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围:郑
志权、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支行、东吴证券股份（吴
江分公司）、中南机电设备、吴
江市商业物业管理、吴都大酒
店、苏州市吴江商厦、万康物
业管理、吴江市文化中心、吴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5#公变、
357#公变 （桃园新村1、2、3
弄）、529#公变 （汤家弄 1#、
2#楼）、128#公变 （中山北路
22号店面、薇薇新娘）、140#
公变（小园弄、四维弄）、6#公
变、59#公变、156#公变 （北
新街、天鹅弄）、40#公变（红
旗路36号、健康弄、金家埭、
庙前夜市、松陵斜桥、富家桥
弄、松陵城中广场）等]，天雨
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
设）

7:00—11:00 盛泽镇:110
新亚线国贸中心3#变电所11#
主变停电（停电范围:国贸中心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12:00—17:00桃源镇:111
广福线丽景花园东区4#箱变主
变；116神湾线丽景花园东区
3#箱变主变停电（停电范围:丽
景花园东区等），天雨照停。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2:00 桃源镇:116
神湾线丽景花园东区2#箱变2-
1#主变、丽景花园东区2#箱变
2-2#主变停电 （停电范围:丽
景花园东区等），天雨照停。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8月23日
7:00—14:30 松陵镇:118

镜湖线 （同里） 停电[停电范
围:吴江南玻玻璃、南玻浮法光
伏电厂（同津大道）、吴江南玻
玻璃有限公司、248#公变等]，
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
网建设）

7:45—15:30 松陵镇:115

杨中线开关至花园路3#环网室
111花园3#进线开关、1010杨
中凤箫联络开关、1011杨中深
庭联络开关间线路停电[停电范
围:科技创业、社会事业局（长
安小学）、城南花园 （1、4、
11- 24、 26、 27、 73# 变 ）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7:00—14:30 松陵镇:123
西联线 （同里） 停电[停电范
围: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南
玻浮法光伏电厂 （同津大道）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7:00—14:50 松陵镇:112
新怡线柳胥路5#10kV开闭所
80C至西塘河路1#开闭所出线
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围:
开发区建设局、长桥雅苑1-9#
变电所、逸品阁（鼎好商业广
场）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
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2:00 平望镇:117
联合线停电[停电范围:宇成包
装材料、康利宝纺织、威尔特
线缆科技、兴林发布业、吴江
市汽车修造厂（原：欣盛电热
器材）、星宇铸造、永峰纸业、
梅堰冷暖设备制造、林杨纺
织、东风电工器材、吴江华衍
水务有限公司、捷尔达经编织
造、吴江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吴
江市路灯管理处)、恒丰机械铸
造、振青纸管厂、安华纺织、
欧雅针织、平望镇梅堰卫生
院、吴江市友谊物资（梅堰集
镇23#）、华夏物资、吴江农村
商业银行梅堰支行、汇丰手
套、龙南村 11#、集镇 （5#、
6#、 12#、 14#、 20#、 34#、
36#、42#、44#）、梅南村 5#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7:00—12:30 七都镇:116
海信线停电[停电范围:金耐博
电梯配件、吴江市丽景房产开
发有限公司（2#变）、吴江市交
通局七都交通管理所、吴江区
七都小学、苏州零伍柒叁酒店
有限公司2#变、南泊湾物业管
理、海强电信器材、皇家丽景
小区、太湖国际小区、盛景紫
鑫街小区、港湖新城小区、吴
娄村 （吴娄村 1#、 3#、 6#、
9#、 10#、 13#、 捕 捞 村 2#、
3#）、双塔桥村 （行军村 8#、
12#、13#、14#）、望湖村（染
店浜村 4#、 7#）、七都集镇
1#、8#、15#、55#、94#等]，
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
网维护）

6:00—11:00 桃源镇:124
高罗线402#杆开关以后线路停
电[停电范围:正丰村 （正丰
小、孟介坝、正丰村、灰堆
湾、孟介坝南、长孙坝、李家
桥）、民丰村 （南牛浜、金家
浜）、移动公司青云李家桥、寿
华电梯配件厂、华盛佳纺织、
龙腾照明集团、桃源镇人民政
府（青云垃圾中转站）等]，天
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
建设）

7:00—12:00 桃源镇:116
神湾线丽景花园西区1#箱变主
变、丽景花园西区2#箱变主变
停电（停电范围:丽景花园西区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12:00—17:00桃源镇:116
神湾线丽景花园西区3#箱变主
变、丽景花园西区4#箱变主变
停电（停电范围:丽景花园西区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8月24日
7:30—15:20 松陵镇:117

益和线；111云腾线11#杆开关
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围:城南
花园北区 （1-26、2829、30、
31、32、100#变）、庞杨小区
3#、 403、 369、 539、 538、
370、401、404#公变、公交站
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吴江交
通运输公司、中国移动；阳光
新天地1#变电所2#主变、阳光
新天地2#变电所4#主变、阳光
新天地3#变电所6#主变、阳光
新天地3#变电所8#主变、阳光
新天地3#变电所10#主变、阳
光新天地2#箱变、吴江科技创
业投资、商联置业、清华大学
苏州汽车研究院、庞杨村6#变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维护）

7:00—17:00 黎里镇:118
胡风线，119陆方线，136梅墩
线（芦墟）；121应春线F221A
应春74#杆开关以后线路；130
厍里线F230A厍里241#杆开关
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围:利星
（东迎浜、东迎浜鱼池、车口、
北厍葫芦兜、蛇龙湾、欧派装
饰、金鑫木器、黎星浴室、佳
宇鞋业、桥外头、永成塑胶、
光明服饰标牌、水上派出所、
强塑阀门、腾龙建材涂料、市
黎星塑料、灵隆塑业、中江油
品、318国道旁、北厍美达涂
层厂、君达纺织浆料、星辉鞋
业、环球刀模、希阳标识、振
丰鞋业、丝绸助剂、陈氏塑
业、黎星工业区、北厍阀门
厂、富春软管、众旺绝缘、移
动通信、亚博油墨、高达塑
料、12#、北厍张家港、虾池、
北厍利星阀门厂东、华源石
油、汾湖酿造、电信股份、东
江码头、临河码头）、利星小区
（1#-12#）、浮楼 （2#、4#）、
苏州汾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吴江分公司）、布赫
液压设备、晓刚彩板制造、环
亚软管塑业、叶周（黎星村工
业区、金牛涂层涂料、桥外
头、美瑞丽标识、君达纺织浆
料、晓刚彩板、新风涂层涂
料、荣艺标识、铁塔股份）、荣
耀实业、隆邦纸制品、北厍化
学纤维油剂厂、中国石油化工
（江苏苏州吴江石油分公司）、
苏州市吴江区市政设施管理处
(苏州市吴江区路灯管理处)、深
圳市中晟创新科技（苏州分公
司）、新宇鞋业、明峰聚氨酯制
品、上海艾利标识制作（吴江
分公司）、新良燕纺织、江苏华
联包装、梓树下 （青风桥南、
鱼池车口、水闸、北厍社区梓
树下村港北、北白荡鱼汤、车

口、鱼池、北厍青枫桥、青风
桥、电信股份、张夏、铁塔股
份、吕家浜、汪家埭）、骏灏机
械科技；汾湖投资、中国铁塔
（苏州市分公司）、利星（北厍
钱家湾荡、铁塔股份、黎星塑
料、葫萝兜、黎星小区A、蚷
龙湾）、天吴金田刀具、誉搏标
识、飞易喷气织造、江天五金
部件、威特电梯部件（苏州）、
天吴电梯装璜、腾龙建材涂料
厂、吴江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吴
江市路灯管理处)、明威金属制
品、临沪热电；苏州汾湖投资
集团、林善精密机械制造、大
港上（北厍埂里、山东中大净
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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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周（东小港、西小港、利通
房屋拆迁、天花荡鱼池、车
口、周家港、周家湾头、叶家
埭、林苗场、南富圩车口、叶
家埭荡滩簖）、弘大工具、永塑
机械、汾湖[大港上西、汾湖大
港上、铁塔股份、3#、12#、
排涝站东、河滩上、汾湖村村
民委员会、赛恒机械、景天机
电、鼎鑫纸业、新河上、文化
传媒投资、浦家埭（北、南）、
电信股份、北厍汾湖桥下、汾
湖五金厂、农机修造厂、水
闸、318 国道南侧、汾湖码
头、福昌金属五金配套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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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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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厍发
达码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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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厍汾湖农机修造厂；富立鞋
业、三得利织造、鑫永喷织
厂、三得利织造、上海耀韵精
密机械制造厂、北京捷安电梯
部件（苏州分公司）、苏州汾湖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叶周（北
厍金家湾、叶周金家湾、车
口)；金塘 [小麻浜、金塘港
（南、东）、金塘港、电信股
份、北厍金塘化工厂、顺博市
政建设、金塘港北、兴塘化
工]、雪隆塑胶科技、永安消防
器材厂、昱烨塑业、麒麟服饰
品、吴江市麒麟服饰品、万事
达防水建材等}，天雨照停。
（停电工作内容:电网维护）

9:00—13:00 七都镇:111
孟家线Q211E孟家线70-1-1#
杆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停电范
围:志荣铝材厂、吴江区水务局
七都管理服务站、中国移动
（吴江分公司）、德聚铝业、南
海复合材料厂、七都全通木业
厂、日立标准件厂、宏光五金
灯具电器厂、长桥村（长巨港
1#、 3#、 4#、 5#、 7#、 8#、
11#-13#）、吴越村 （双荡兜
4#）等]，天雨照停。（停电工
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2:00 盛泽镇:121
森建线人福新区13#主变、人
福新区14#主变、人福新区15#
主变停电（停电范围:人福新区
等），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
容:电网建设）

12:00—17:00 盛 泽 镇:
143露尘线尊龙苑5#箱变停电
（停电范围:尊龙苑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8月25日
7:00—16:00 松陵镇:111

浦西线，121 运西线 （平望、
横扇）停电[停电范围:江苏聚
杰微纤科技集团、润鑫包装科
技、繁荣生物技术、铜升电子
材料科技、松陵镇农创村村民
委员会、泰盛玻纤、苏州泰盛
机械、拓恒金属制品、春福纺
织品、高瑞纺织画材、恒成喷
气织造、东方钢模有限公司、
丰盛机械制造、横扇田西荡污
水处理厂八坼分厂、金大陆汽
车销售、金龙橡胶制品、吴江
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荣
龙塑料制品、松陵镇环境卫生
管理所、鑫源金属制品、中国
石化销售（江苏苏州石油分公
司）、中国移动 （苏州分公
司）、中石化壳牌(江苏)石油销
售（吴江经营部）、联庄（2#、
11#）、农创 （1#~15#）、园艺
场（1#、2#）、练聚16#、八坼
集镇39#（路灯）、松陵552#~
554#（路灯）；苏州市吴江区市
政管理中心、中国铁塔（苏州
市分公司）、吴江市水利局松陵
水利管理服务站练聚北机房、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
供电分公司、中国移动（苏州
分公司）、耀江钢化玻璃制品、
苏州市吴江区水利局松陵水利
管理服务站、直港 （1~12#、
14#、15#、17#、20#）、联庄
（1#、3~10#、 13#~14#）、虹
桥（4#、5#、10#）、练聚（1~
15#、17#、19#、20#）、双庙
头村（8#、10#综合变）、菀坪
新坪 3# （新坪、东方红污工
泵）等]，天雨照停。（停电工
作内容:电网维护）

7:00—12:30 松陵镇:137
泰华线出线开关至 4371 泰华
Ⅰ，Ⅱ段开关、1092泰华三兴
联络开关之间线路，144三兴
线庞北路3#环网室124庞北3-
1092出线开关至1092泰华三
兴联络开关之间线路，145淞
兴线庞北路 2#10KV 开闭所
456淞兴Ⅲ段开关至740江头淞
兴联络开关之间线路停电（停
电范围:中达电子零组件、华捷
旅游用品、运东污水处理4#、
江陵加油站、中迪汽车、中国
移动、吴江德锐汽车、永大科
技印刷、苏州威黎亚智能设备
制造、嘉众房地产、中国电
信、中铁一局3#、苏州豪骏汽
车服务、市政设施；华东商贸
1；阳光小学、开发区城管队、
夹峰码头、兴林废纸、通宇建
材、装卸码头、淞南村5#、三
里桥23、明旭商品混凝土有限
公司、淞南村店面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维护）

7:00—17:00 盛泽镇:131

黄海线，121联庆线，124梅龙
线；115佩玉线，121苏南线
57#杆开关以后线路停电[停电
范围:开发丝织厂、盛泽开发丝
织厂 （润丰）、润丰织造(润
银)、盛泽镇群铁村村民委员
会、史家浜4#、四海小学、裕
祥喷织、东南丝织(群铁村)、明
芬纺织、鑫婷喷织、金璐倍
捻、远光纺织、和平纺织、明
煌纺织、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
展有限公司、盛泽水利管理用
务、杨港桥排涝站、环境保护
局、路灯（公共照明）、盛泽镇
交巡警中队、史家浜 （1#、
2#、3#、5#、6#、12#）、北王
（4#、6#、7#、10#）、杨桥港
（2、 3、 7、 8、 9、 10、 11、
12）、瓦窑港南、下窑港东南
余制场、瓦窑港东、瓦窑港、
北王新区南、节字圩、西浜、
东浜、史家浜、小机房、大车
头、铁斗浜、烟字圩、杨桥港
新区、群铁村新区西南、群铁
村新区西北、铁斗浜北；东港
工业布线绳、宇泰纺织、金超
达纺织、佳友喷织、康富丝织
厂、润润纺织、聚汇丝绸、大
成村、清瑞纺织、辰慧喷织、
盛泽环境卫生管理所、幸福村
村民委员会、大成村、盛泽水
处理有限公司、路灯（公共照
明）、盛泽镇交巡警中队、大新
（1#-5#）、大成（2#-4#、6#-
9#）、义务浜、小港港北、大
成浜、东浜斗机房、小港、埭
上、谢人港国营机房、谢人港
桥、条字湾、庄湾里、陆家
河；佳斌喷织厂、米高纺织、
吴江区盛泽小学、东吴纺织、
伟伟织造厂、瑶瑶喷织、林超
纺织(蓓盛）、兴燕喷织、荣海
纺织、裕隆昌纺织品、大成
村、大成村5#、公共照明、盛
泽镇交巡警中队、大成1#、5#
(早字浜、早字港)；浩祺纺织、
飞达经纬、东南丝织厂、金博
艺纺织、茂盛丝织厂、佳佳丝
织厂、福泉丝织厂、福龙提花
织造厂、丰源丝织、盛泽水处
理发展有限公司、茂盛丝织
厂、大龙丝织厂、盛春经纬、
吉大纺织、波阳纺织、路灯、
盛泽镇交巡警中队、飞腾经
纬、杨桥港村1#、5#、6#（西
杨桥机房、南港头、铁斗浜）；
百丝维纺织、东南丝织厂、盛
泽莫留勤丝织厂、盛春经纬
69-3-1、雨清丝绸(雨润)、建
强喷织、洪强喷织、雪方喷
织、鑫忠奥提花、大龙丝织、
苏州市立皓（永前煤炭）、吴江
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群铁村村民委员会、路灯、盛
泽镇交巡警中队、杨桥港村
4#、石家斗（南）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6:00378 乡 八 线
停电[停电范围:亚旭电子科技
(江苏)有限公司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8月26日
6:30—12:00 桃源镇:117

青云线停电[停电范围:文头村
（红星桥）、青云路灯（青云路
东、青云路西、利民街、学前
街2、百花路）、聚益塑料、勤
下浜村（李家湾口、勤下浜工
业区）、荣旺丝织厂、春光制
桶、青云集镇（李家浜、中心
公路、名人花苑、万山路、黎
明街、青云交警队、致富路、
思远南路、邮电局、文化中
心、工商所、思远桥、致富商
楼、阳光小区南、万岁路北
西、万岁路北东、阳光小区、
致富路西、致富路、西配变、
青云老医院、御龙泵站、学前
街1、后埠头、御龙闸、中学
北、三官坝）、苏州市吴江区公
安局桃源派出所、移动公司、
三友休闲中心、天亮村（天亮
闸）、苏州市吴江青云第一制桶
厂、陈凯喷织、染厂1、染厂
2、青云染厂3、汇丰制桶、金
威达铝业 （港南）、全鑫纺织
厂、百花村（百花农科站）、吴
江市桃源粮油有限公司、金来
福铝业 （港北） 等]，天雨照
停。（停电工作内容:电网建设）

7:00—16:00 盛泽镇:140
原草线，11A海德线，137高
越线，122长富线停电[停电范
围:启博纺织、荣乐纺织、盛泽
中学、高速公路收费、吴鑫喷
织、乐虹纺织、锦春（东婷喷
织）、以马内利、杉华纺织、白
领公寓（原龙盛）、吴江市摩西
奥纺织（才宇纺织）、路灯、盛
泽镇交巡警中队；千千高纺织
厂、荣威喷织整理厂、水利局
盛泽水利管理服务站、黎里天
主教堂、兴桥幼儿园、机电站
(吉水桥）、路灯、盛泽镇交巡
警中队、兴桥 （1#、3#、8#、
13#、 14#、 16#、 17#、
18#）、吉桥 （1#- 10#）；润
丰、润丰、汇鑫、苏州力恒纺
织、云天花边刺绣、盛虹集团
2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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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天雨照停。（停电工作内容:电
网建设）

吴江区供电公司
2019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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