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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停电时间：2019年04月26日
07:00分—17:00分，因1、10kV双峰
一、二回1#钢管塔电缆头接火及29#
杆电缆头接入（配电工程班 咸安电
业）；2、10kV永峰一回柱001开关、柱
002 开关，10kV 永峰二回柱 001 开
关、柱003开关、柱004开关配电自动
化终端调试对点工作；3、永峰二回
30#杆T轧钢厂公变停电配合检修；4、
10kV永峰二回时代家居支线03#杆，
安装咸宁铁路家属区供电分离改造工
程（咸宁铁校）10kV电缆、隔离开关、
避雷器，对1、10kV永峰一回（永16开
关）永16开关至后续线路；2、10永峰
二回（永17开关）永17开关至后续线
路停电。

永峰一回 ：
公变：蒿林五组 3#、肉联厂（2

台）；
专变：咸安大酒店、华南工程机械

厂、桂乡春城1#~2#（4台）。
永峰二回 ：
公变：铁路货场 1#~3#、邓家湾

2#、桂乡春城1#~3#、轧钢厂、铸钢1#~
2#、粮食车队宿舍、咸安公路公租房、车
站廉租房1#~2#、泰业1#~2#、徐家湾
1#~2#、福安小区 1#~3#、色织布厂
1#~2#、地煤机、茶工商、拉丝厂、时代
家居1#~5#、李家湾、路桥公司、东升新
城1#~2#、鹏程花苑1#~4#（40台）；

专变：粮食储备库、橡胶厂、安欣
物流、八斗角医院、油库、金属公司、长

发基建、和江春、色织布厂1#~2#、鹏
程花园 1#~2#、城东花园、东升新城
（15台）。

二、停电时间：2019年04月27日
05:00分—18:00分，因1、10kV潜工
一回线10#杆电缆与10kV行署一回
线连接；10kV行署一回线 50#杆与
10kV潜江线连接；10kV潜江线48#
杆 10kV 军分区线 89#杆连接；2、
10kV潜工二回10#杆电缆与10kV塘
楚线连接；10kV塘楚线与10kV潜兆
线50#杆连接；10kV潜兆线48#杆与
10kV龙潜线89#杆连接；3、10kV潜
茶一回16#塔电缆与10kV塘楚线连
接；10kV塘楚线59#-59+1#杆安装
柱上开关、隔离刀闸；4、10kV潜茶二
回10#杆电缆与10kV塘都线连接；
10kV塘都线 50#杆与 10kV温瑶线
64#杆连接；10kV温瑶线48#-49#杆
安装柱上开关、隔离刀闸；5、10kV塘
72行署一回60#杆处导线开断、隔离
刀闸安装及跳线处理；10kV塘73塘
都线60#杆处导线开断及跳线处理。
（配 电 工 程 班 湖 北 昌 沃 ，李 曦
13085237081），对1、10kV行署一回
线（塘72开关）柱001开关-10kV行
署二回线（塘 72开关）H05环 01开
关-10kV塘楚线（塘62开关）联006
开关；2、10kV潜江线（潜106开关）柱
003开关至后续线路；3、10kV塘楚线
（塘62开关）柱02开关-10kV塘楚线
（塘62开关）联006开关-10kV温泉
一回（塘64开关）H03环05开关；4、
10kV塘都线（塘73开关）柱02开关-

柱04开关；5、10kV温瑶线（温35开
关）H01环06开关-10kV龙潜线（龙
108）H04环05开关；6、10kV龙潜线
（龙108）H03环 06开关-H04环 02
开关停电。

塘都线 ：
公变：幸福小区、老鄂高2#、教委、

温中2#、老鄂高、翰林名都1#~5#、卫
生局宿舍、中心花坛老中心医院宿舍、
经济研究中心、香城名珠1#~2#（15
台）；

专变：大楚城、教委、温小、温中、
老干部活动中心、中心花坛老中心医
院、卫生局、香城名珠、瑞融置业基建
变（9台）。

塘楚线：
公变：大楚城1#~4#、大楚城一期

1#、大楚城二期3#~9#、工会、小车队、
投资银行、夹皮沟1#~2#、轻工业局、
开元印刷厂、政通车路工行（19台）；

专变：大楚城商业1#~2#、咸宁报
社、叶建琛、咸宁广播局、计生委、鄂工
贸、祺泰辰光基建（8台）。

行署I回 ：
公变：残联、民政、休干所1#~2#、

美好星公馆、朱家垄、希望桥、行管局
2#、东兴小区、经委、佳华雅苑（11
台）；

专变：残联、电大、经济协作办、提
花织布厂、温泉中学、报社宿舍、铁疗、
武汉铁路局咸宁疗养院、无委办、宾馆
（10台）。

龙潜线：
公变：温泉宾馆、疾控中心、计委

（3台)；
专变：中国人民保险大厦（东方大

酒店）、花坛中国移动、花坛电信、花坛
中国邮政、防疫站、天兆置业、行署泵
房（7台）。

温瑶线：
专变：派拉蒙（购物公园）1#~4#、

军分区办公楼、军分区教导综合楼、军
分区后勤部、楚天瑶池2台（9台）。

三、停电时间：2019年04月28日
07:00分—17:00分，因1、10kV栗长
二回横五路支线13#-24#杆导线架
设；2、10kV旗鼓一回青龙路支线44#
杆-横五路支线01#杆旧线路拆除；3、
10kV栗长二回横五路支线 12#杆、
13#、24#杆电缆上杆接火；4、10kV旗
鼓一回柱020开关配电自动化终端调
试对点工作，对 10kV旗鼓一回（栗
106开关）线柱021开关-10kV旗鼓
一回线（栗 106 开关）柱 020 开关-
10kV鄂高线（浮226开关）柱018开
关-10kV栗长二回线（栗212开关）柱
002开关停电。

公变：栗林六组、官山四组、甘鲁
四组3#、甘鲁十组、甘鲁村委会、甘鲁
十组2#、栗林三组、栗林三组2#、栗林
村2#（9台）；

专变：天源生物科技、交警支队车
管所、甘鲁社区1#~3#、国家安全局、
职教城酒店、中建七局1#~2#、港宁科
技、翔盛建材、湖北欧泰材料、新港商
砼1#~2#（1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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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而优则仕

泽连斯基胜选后，美国总统特朗
普、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等西方政要纷纷表示祝贺，其
中英国外交大臣亨特的祝贺最为“别
致”。他在社交媒体上特意提到，泽连
斯基曾出演讽刺喜剧《人民公仆》，“您
现在将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现年41岁的泽连斯基出生于一个
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大学专业是法律，
毕业后从事娱乐传媒行业，逐渐成为乌
克兰著名演员、电视主持人。2015年
开播的讽刺喜剧《人民公仆》更让他名
声大噪。泽连斯基在剧中扮演一名刚
正不阿的历史老师，阴差阳错当上总统
后对腐败和寡头干政重拳出击。

去年的跨年夜，泽连斯基发表电
视讲话宣布参选总统。今年1月，乌
克兰人民公仆党正式提名泽连斯基
参选总统。起初，当地媒体并不看好
这位毫无政治经历的演员，批评他的
竞选活动很不专业，但他的支持率却
始终亮眼。到今年3月底的第一轮
投票前，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已经稳居
首位，将总统波罗申科和前总理季莫
申科这两位政坛老将甩在身后。

为提升竞选活动的专业性，泽连斯
基3月18日宣布乌克兰前财政部长达
尼柳克、前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阿布罗
马维丘斯等人加入他的竞选团队。

泽连斯基在竞选中没有提出具
体的政治纲领，但他喊出的“反腐”“变
化”等口号深受选民欢迎。对于厌倦
了政治精英的乌克兰民众来说，泽连
斯基这位政治新人给政坛带来了新鲜
空气，也给民众带来新的希望。

泽连斯基曾表示，如果当选，他
不会谋求连任，他只想改变国家，然
后把一个全新的乌克兰交给继任者。

善用社交媒体也是泽连斯基的一
大优势。竞选期间，他在视频网站优兔
上定期上传视频，发表时事评论，用幽
默风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执政难题多

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乌
克兰政治生态和社会民意都发生变
化。不管谁上台执政，推动乌克兰与
西方关系发展都是“必选项”，这一点
泽连斯基恐怕同样无法回避。而在
对待俄罗斯问题上，政治人物的立场
各有不同。

泽连斯基曾在节目中讽刺并模
仿俄罗斯领导人，并且还因资助乌克
兰右翼激进分子被俄罗斯政府立案
调查。而在正式参选后，他对俄罗斯
的态度相对于打“反普京牌”的波罗
申科来说则显得比较柔和。

波罗申科曾在公开辩论中嘲笑
泽连斯基对待俄罗斯过于软弱，甚至

会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下跪，而泽连斯
基则回击说“他本人可以下跪，只要
乌克兰不下跪”。

长期以来，俄罗斯强烈反对乌克兰
加入北约。泽连斯基表示，他当选后将
就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举行全民公投，
将这一重要问题的决定权交给民众。

乌克兰东部问题是泽连斯基执
政后的又一难题。泽连斯基在竞选
期间表示，将就乌东问题与普京进行
直接谈判。宣布胜选后，他表示将继
续推动落实明斯克协议，努力使被俘
乌克兰军人回到亲人身边。

乌克兰舆论指出，尽管泽连斯基
表现出雄心壮志，但一旦执政就会受
到各种因素制约，包括来自议会和政
府的掣肘、外部大国的干涉等。

乌克兰将于今年10月举行议会
选举，并产生新一届政府。泽连斯基
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力争让人民
公仆党在议会选举中得到更多席位，
并且与其他政党就联合组阁达成一
致。他表示，不排除解散议会提前举
行大选的可能性。 （据新华社）

从演总统到当总统
初步结果显示泽连斯基赢得乌克兰大选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最新计票结果显示，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在21日举
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乌克兰现总统波罗申科承
认败选。

民众希望这位政治新人上任后能像他曾出演的“总统”角色一样，清除乌
克兰政坛和社会的沉疴积弊。 新华社消息 法国巴黎检察

院日前宣布，对以修复巴黎圣母
院为名义的诈骗活动展开调查。

巴黎圣母院15日被大火严
重损毁后，目前来自法国及世界
各地的重建捐款已高达8.5亿欧
元。预计捐款额可能很快超过
10亿欧元。与此同时，大批以修
复巴黎圣母院为名义的诈骗网站
和行为纷纷出现。巴黎检察院提
醒捐款人一定要认真甄别。

这项调查的起因是，法国文
化遗产基金会发现有不法分子以
该基金会的名义设立大批诈骗网
站，并通过电话和邮件形式要求
人们将捐款汇入指定账户。但该
基金会表示从未要求过人们为巴
黎圣母院捐款。

新华社消息 巴西里约热内
卢市消防队21日找到前不久居
民楼坍塌事故中最后一名失踪者
遗体，宣布搜救工作结束。这一
事故共造成23人死亡。

12日清晨，位于里约市西区
穆泽马社区的两栋居民楼坍塌，
当天即发现5名遇难者，随着消
防人员和军警在瓦砾堆里日夜搜
寻，遇难者人数不断上升。

巴西里约居民楼坍塌
已致23人死亡

大批诈骗活动以
修复巴黎圣母院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