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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本报讯（见习记者徐卿尧）近
日，市公安部门根据上级安排部
署，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治安管理便民利企15项措施》，
在办证、企业复工复产、资格审批
等方面给予“方便”，并从即日起
开始实施。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治安管理便民利企15项措
施》由公安部推出，在办证措施方
面，市公安部门将为复工复产群
众办理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居民
户口簿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受
理、优先制发；群众所持居民身份
证有效期满或丢失的，可在现居
住地公安派出所就近换领、补领；
对申请跨省办理居民身份证的，

群众经书面承诺，可免提交在当
地就业、就学、居住的证明材料，
公安机关核准办证人员身份后，
即予以办理；对在疫情防控期间
到期的户口迁移证件，有效期限
延长至疫情结束后30日；对申领
居住证数量较多的企事业单位，
公安派出所上门采集信息、集中
受理制作；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到
期的居住证，有效期限延长至疫
情结束后30日，30日内补办签注
手续的，居住时限连续计算；对急
需办理户政业务的群众，公安户
政部门和派出所通过网上服务平
台、自助服务设备、电话等方式，
提供政策咨询、信息查询和预约
办理服务。

而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方
面，公安部门将运用公安基础业
务资源，协助企业核实员工信息，
为疫情防控、人员隔离观察提供
信息支撑，为企业及员工安全复
工复产提供精准指导；推动落实
重点企业“一企一警”“一企一策”
措施，深入了解掌握企业需求，组
织摸排企业受困情况，帮助解决
复工复产难题；突出重点企业、重
点园区内部及周边，指导督促落
实内部安全防范措施，协调加大
周边巡防力度，做到涉企警情快
速处置、涉企案件快速侦办，积极
为企业复工复产营造良好环境；
保安从业单位在疫情期间招聘保
安员，可先行招录上岗，同时在30

日内组织培训申领保安员证；保
安员考试推行网上报名、网上审
核和预约考试，公安机关核发保
安员证通过邮寄送达保安从业单
位；指导保安企业加强医院、金融
单位、企业、重要基础设施等重点
单位、场所保安服务，积极服务疫
情防控和单位复工复产。

此外，在资格审批方面，市公
安部门将推行新开办企业公章刻
制备案多证合一、一网通办，公章
刻制经营单位网上承办、1个工作
日内完成刻制，可通过邮寄等方
式交付公章。同时，我市还将探
索推行旅馆业、公章刻制业等行
业网上审批、备案，提高审批备案
效率，为企业提供便捷服务。

市公安部门发布
“便民利企15项措施”

涉及办证、企业复工复产、资格审批等

本报讯（记者李震 通讯员勤国）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消息：近
日，2019年度宜兴市机动车维修经
营者信用等级评定结果出炉，其中，
宜兴德同汽车有限公司等21家机
动车维修企业信用等级为AAA级。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信用等级评
定，是加强机动车维修市场监督管
理，规范机动车维修市场经营秩序
的重要手段。据介绍，我市机动车
维修企业信用等级共分四个等级，
从高到低分别为AAA级（好）、AA
级（较好）、A级（一般）和B级（较
差）。近期，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
队依据相关机动车维修企业年度安

全生产、经营行为、服务质量、信息
报送等方面表现，最终评定出2019
年度宜兴市机动车维修企业信用等
级。经评定，宜兴德同汽车有限公
司等21家机动车维修企业信用等
级为AAA级。宜兴新苏南通和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31家机动
车维修企业信用等级为AA级，宜
兴君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
107家机动车维修企业信用等级为
A级。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相
关负责人表示，我市160家二类以
上机动车维修企业均参加了此次评
定，与去年相比，今年AAA级企业
增加了7家。

本报讯（记者赵 辉）昨天，宜
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从市农业农
村局获悉，春夏之交是外来有害生
物“加拿大一枝黄花”生长旺盛时
期，该部门要求各地切实抓好对

“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控工作，保
障我市生态安全。

“加拿大一枝黄花”是原产于
北美的外来有害生物，我市于
2004年首次发现。近几年，通过
化除、耕翻复种等综合防控技术的
实施，我市相关情况得到了较好控
制。但由于“加拿大一枝黄花”具
有超强的繁殖力，平均每株可形成
2万多粒种子，不仅能通过风、鸟
等多种途径传播，还能通过根茎繁
殖，要“清剿”干净非常困难。我市
部分区域，每年都会有零星生长的
现象，成为新的传播源，其潜在威
胁不容忽视。

据市植保站站长邹利军介
绍，目前，“加拿大一枝黄花”开始
进入生长高峰时期，做好春季防
除工作，可有效压低发生基数，减
轻后期防控压力，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各镇（街道）要及时组织
做好“加拿大一枝黄花”春季防除
工作，及时掌握发生面积、分布区
域等情况，并上报市植保站。春
季综合防控工作要使用该站提供
的药剂配方，因地制宜开展化学
防除为主，并结合耕翻、复种、人
工拔除等措施。此外，该部门还
提醒，围剿“加拿大一枝黄花”，应
及时标注疫情点，以便复查补除。

围 剿
“加拿大一枝黄花”

正当时

21家机动车维修企业获评AAA级

自从去年开始三七价
格一直上涨,市场一天一个
价，其主要原因就是三七生
长周期长，土地资源稀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注重养生的人多了,吃三七
的人也多了，产量上不去，
价格自然就走高。

此次直销活动主办方

从产地将优质的三七带回
来，除去中间环节，实现原
产地直供,确保货真价实。

据了解，这次活动所
销售的三七全部由主办方
深入云南文山三七种植基
地，与种植农民对接，每一
头都经过精挑细选，直接
从原产地发到宜兴，省去

中间层层加价环节。展销
会上的三七自然本色，手
工水洗，营养充足，品质上
乘，保证不打蜡。我们不
做二次加工类营养品，实
实在在地卖三七原材料，
现场免费打粉，看得清清
楚楚。让你明明白白消
费,实实在在得实惠。

大连海参以肉厚、刺饱满、口感
好著称，我国黄海渤海出产的海参
早在清代就被尊为上品，高蛋白，高
营养，低脂肪，低胆固醇，海参还含
有硫酸软骨素。海参不仅是珍贵的
食品，也是不错的保健品。

吃过的人都知道，好的铁皮石
斛拿一粒嚼一嚼，上口脆,吃过粘牙
少渣或无渣，本次活动联合雁荡山
当地的种植户，直接来到本地，没有
中间环节的层层加价。

产 地 为 西
藏那曲，我们有
专业的收购人
员,保证您买的
每根虫草都是
经过精挑细选，
严格把关,市民
可以放心购买。

灵芝孢子粉，原产于亚洲东部。含有多
糖、三萜类灵芝酸、天然有机锗等多种营养成
分，具有灵芝的全部遗传物质和保健作用。

优质燕窝
15元/克
（满 100 克送
10克）

破壁灵芝孢子粉
买一送一

粗多糖含量100克
含4500毫克，高质量

德亦堂石斛三七养生节（原宜兴日报虫草三七石斛养生节承办方）

地址：宜兴市人民中路125号德亦堂（老干部大学旁） 公交：3、6、17、101、102、112、116、181、201、202路，老干部大学下即到 电话：87970789

正宗云南文山三七原产地 优 质 海 参
产地直销价 980元/斤

正宗雁荡山
铁 皮 石 斛 380元/斤

优质虫草 118元/克 优质西洋参段

350元/斤
福牌阿胶现价
1380元/斤

诚招无锡地区福牌阿
胶新零售代理商

广告

地址：宜兴市人民中路125号德亦堂（老干部大学旁） 公交：3、6、17、101、102、112、116、181、201、202路，老干部大学下即到 电话：87970789

买2斤送1斤

特大精品西藏
那曲虫草20—26头三七288元/斤，30—35头三七238元/斤，买2

斤送1斤，每人限购2斤，冬虫夏草118元/克，燕窝15元/克，买
100克送10克，铁皮石斛380元每斤，全部买2斤送1斤，西洋
参350元/斤，全部买2斤送1斤，海参980元每斤，灵芝孢子粉
买一送一，粗多糖含量达4500毫克/百克，快来抢购吧!

买100克送10克

20—26头三七288元/斤
买2斤送1斤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 通讯
员钱洁尘）市科技局消息：近日，
2020年度第一批“陶都英才”创业
入库培育企业申报工作已启动，符
合条件的单位须在4月30日前将
纸质申报材料报送至宜兴市科技
局科技合作科，并向指定邮箱发送
电子版申报材料。

据市科技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陶都英才”创业入库培育企业
申报，对申报人所创办企业注册资
金、从事领域、申请人学位及在所创
办企业中的职务等都有明确的要
求。本次申报的申报人应于2020
年1月1日后首次到我市自主创业；
需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学位或副高以
上职称，其中境外学位需提供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在所创

办企业中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或执
行董事等职务；申报人年龄一般不
超过52周岁（1968年1月1日后出
生）；所创办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万元，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制
造、研发和技术服务等领域。该工
作人员表示，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以
放宽学历学位、年龄、来宜时间和创
办时间等方面的限制。

据悉，成功入库培育的企业领
军人才，将被纳入“陶都英才”高层
次人才体系实施管理，可享受“陶
都英才卡”在创新创业、学习培训、
医疗保健、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
方面的、涵盖工作和生活方方面面
的“大礼包”。同时，从入库企业中
遴选出的初创培育企业，一经认
定，还将获得50万元创业扶持。

“陶都英才”创业入库
培育企业申报启动

本月底前需提交申报

为保证桥梁安全运行，前段时间，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全市范围内
的独柱墩桥梁进行了专项排查。目前，该中心正在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进行集
中治理，预计整个治理工作将在5月份全面完工。

图为4月6日，工作人员在站前大道C匝道处进行独柱墩桥梁加固作业。
（记者 蒋 瑜 摄）

独柱墩桥梁接受“治疗”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经安全
生产专项执法检查发现，企业存在
众多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停业，却
拒不执行监察指令……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4月7日，位于丁蜀镇
的宜兴市八器陶瓷科技有限公司被
强制断电。

3月28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
丁蜀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
查。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宜兴市
八器陶瓷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液化石
油气集中供气处上方有高压电力线
穿越；液化石油气集中供气处未设
置防雷防静电措施等众多安全事故
风险。根据相关规定，当天，市应急
管理局执法人员就向企业开具了
《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该企
业于3月30日11时起暂时停产停
业，立即整改事故隐患。

然而，该企业收到现场处理决
定后，不仅未对问题隐患予以整改，
还拒不执行暂时停产停业的监察指
令。4月7日，市应急管理局向市供
电公司下达了《停止供电通知书》，
请市供电公司于4月8日14时对宜
兴市八器陶瓷科技有限公司采取停
止供电措施，并同时向企业下发了
《停止供电决定书》。4月 8日 14
时，市供电公司对该企业进行了强
制断电处置。

下阶段，市应急管理局和丁蜀
镇相关部门将严格关注企业安全
隐患整改动态，如发现企业私自接
电生产，将严格依法追究企业法律
责任。同时，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提醒，广大企业要引以为戒，
加强自身管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存在众多安全隐患 拒不执行监察指令

丁蜀一企业被强制断电

经宜兴市人民政府批准，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其他需要说明的宗地情况]
1.地块建设条件详见《地块建设条件意见书》。2.竞得人不得建设带有私家花园的低层独立式住宅的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或有特殊情况的除外）均可申请。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经江苏省用地企业诚信数据库比对为非诚信单位的，不具备竞买资格。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取在互联网上交易的方式，即通过宜兴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用增价挂牌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4月14日至2020年5月12日通过“中国宜兴”政府

门户网站链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页上“网上交易”，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挂牌出让文件，也可向宜兴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咨询。
六、符合竞买条件的申请人可于2020年5月4日9时到2020年5月12日15时30分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竞买保

证金（网上交易系统确定的银行中选择一家交纳）。提交竞买申请、保证金交纳方式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报价的起止时间为：2020年5月4日9时至2020年5月13日10时00分。网上挂牌时间截止

时，系统即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竞得人须在网上交易系统确认竞得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持《网上交易系统

竞得确认及资格审查通知书》，按挂牌出让文件要求将有效证件提交出让人进行报名资格等审查，审查通过后，与出让人签订《宜兴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确定其为地块最终竞得人。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公开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将由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规定在原公告发布渠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内容为准。

（二）此公告可登录江苏省土地市场网进行查询。

（三）本次出让的具体工作由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权委托宜兴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实施。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拥有本公告的最

终解释权。

九、联系方式

（一）宜兴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宜兴市宜城街道解放东路191号）

联系电话：0510-87920131；联系人：丁女士。

（二）登录“中国宜兴”政府门户网站链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页（http://www.yixing.gov.cn/zrzyghj）点击“网上交易系统”（http://

58.215.198.215/yx_wsjy/wsjy/siteIndex.html）。

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14日

江苏省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宜兴市挂[2020]第8号

宗地编号

宜地（2020）17号

地块坐落

宜兴市新庄街道太湖大
道南侧B3地块

出让面积（m2）

19806

土地用途

商业、住宅（城镇住宅用
地）

容积率

大于1，小于1.8

绿地率

不大于35%

建筑密度

不小于18%

出让年限（年）

40、70

交地条件

净地

起始价(万元)

18000

保证金(万元)

3600

每次增幅价(万元)

100

交付土地时间

成交即可交付

出让金支付要求

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
起1个月内付清全部土

地出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