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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
部分派出机构办公地址搬迁的公告

通州湾示范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通州湾自然资规出
告网（2021）第16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州湾示范区分局以网上挂牌方式，通过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http://www.landnt.com）出让下述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以及网上竞买申请、缴纳保证金和挂
牌出让时间详见下表1、表2。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州湾示范区分局
2021年4月30日

表1

表2

上述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及出让要求等详见南通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出让文件》，有意竞买
人请登录网站（http://www.landnt.com）了解详情，并
在网上办理竞买手续。咨询电话：0513-59001186、
59001958、80800286。

地块编号

TM21111

TM21112

TM21113

TM21114

地块位置

江明路北、
海新路东

富春江路南、
南海路西

牡丹江路北、
南海路西
江珠路南、
中心竖河东

用地
性质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产业门类

专用设备
制造业

标准厂房

标准厂房

纺织业

用地面积
(平方米)

8334

53550

51339

22099

容积率

≥1.1（地面已建建筑面积1665.4㎡计容建筑面积2958.4㎡，予以
保留并计入容积率）

≥1.2
≥1.2
≥1.3

建筑密度
（%）

50-60

50-60

50-60

50-60

绿地率
（%）

10-15

10-15

10-15

10-15

投资强度
（万元/亩）

370

350

350

330

出让年期
(年)

40

50

50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0

350

350

150

起挂价
(元/平方米土地)

225

300

300

300

地块编号

TM21111

TM21112

TM21113

TM21114

网上竞买申请和缴纳保证金时间
2021年5月20日起，

2021年6月1日上午11时止
2021年5月20日起，

2021年6月1日下午3时止
2021年5月20日起，

2021年6月2日上午11时止
2021年5月20日起，

2021年6月2日下午3时止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
2021年5月20日起，

2021年6月3日上午11时止
2021年5月20日起，

2021年6月3日下午3时止
2021年5月20日起，

2021年6月4日上午11时止
2021年5月20日起，

2021年6月4日下午3时止

特别提醒！2020年11月3日起，本栏目内容现场办理地
址迁移至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南通市世纪大道8号）1楼窗口，南
通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自11月3日起停止办理相关业务。线
上办理可微信搜索小程序“南通报业遗失公告办理”，联系电话：
0513-68218781。 线上办理请扫码

遗失公告
▲施小飞遗失残疾军人证，号码为：苏军F017708，声
明作废。
▲ 赵 严 灏 遗 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出 生 证 编 号 ：
P320162217，声明作废。
▲南通市江海钢绳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徐浩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O 320947837，声
明作废。
▲陈红生遗失副主任医师资格证书，证号：15064987，
声明作废。
▲顾继先、金顺子遗失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编号：
2015版0002696号，声明作废。
▲丁俊修遗失江苏省医疗住院收据票据，号码：
0001960117，声明作废。

根据行政区划调整工作需要，经国家税务总局批
准，撤销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崇川区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南通市港闸区税务局，成立新的国家税务总局
南通市崇川区税务局，办公地点为南通市崇川区北大
街69号，邮编：226002，电话0513-85305606。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崇川区税务局下设第一税
务所、永兴税务所、观音山税务所3个派出机构。

第一税务所，办公地点设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北大街69号，邮编：226002，电话0513-89009329，
负责区级重点税源集中管理、风险应对和区直机关事
业单位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工作。

永兴税务所，办公地点设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北大街69号，邮编：226002，电话0513-81128932，
负责港闸经济开发区、永兴街道、天生港镇街道辖区
内纳税人（缴费人）的基础税（费）源管理和低中等风
险应对工作。

观音山税务所，办公地点设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
区崇州大道 60 号，邮编 ：226009，电话 0513-
59000791，负责崇川经济开发区、狼山旅游度假区、
狼山镇街道、观音山街道辖区内纳税人（缴费人）的基
础税（费）源管理和低中等风险应对工作。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崇川区税务局

2021年4月30日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崇川区税务局
挂牌成立的公告

2021年第1号

根据行政区划调整工作需要，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
现将税务机构调整有关税收事项公告如下：

一、原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崇川区税务局、原国家税
务总局南通市港闸区税务局的管辖范围并入新的国家税
务总局南通市崇川区税务局。

二、新税务机构启用新的行政、业务印章，以新机构名
称开展工作，撤销税务机关的行政、业务印章停止使用。
相关证书、文书、表单等启用新的名称、局轨、字轨和编号。

三、撤销税务机关税费征管的权利义务由继续行使
其职权的新机构承继，尚未办结的事项由继续行使其职
权的新机构办理，已作出的行政决定、出具的执法文书、
签订的各类协议继续有效。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以及其
他行政相对人已取得的相关证件、资格、证明效力不变。

四、撤销税务机关承担的税费征收、行政许可、减免
退税、税务检查、行政处罚、投诉举报、争议处理、信息公
开等事项，由调整后的税务机关负责。

五、税务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职责由调
整后的税务机构承担，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以及其他行政相对人对新税务机构的具体行
政行为不服的，依法向其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六、原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港闸区税务局人员所持
有效期内的税务检查证件在2021年12月31日前可以继
续使用。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崇川区税务局

2021年4月30日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崇川区税务局
关于税务机构调整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1年第2号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稽查局自2021年

5月1日起，办公地址由南通市崇川区青年西路

155号搬迁至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197号，邮编

226001。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自

2021年5月1日起，办公地址由南通市北大街69

号搬迁至南通市崇川区青年西路 155 号，邮编

226001。

特此公告。

2021年第1号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
2021年4月30日

本报讯（记者张烨 通讯员丁校校）28日，2021
年市级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标
志着今年市级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拉开帷幕。
本次遴选工作是2019年机构改革后、市公务员局成立
以来第一次全市性公开遴选，共涉及 17家单位 34个
职位，计划遴选公务员（参公人员）47人，整体工作预
计于6月中旬之前完成。

会议强调，做好公开遴选工作，是贯彻落实上
级精神的具体举措，是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重要
抓手，是推进市级机关干部队伍高素质专业化的现
实需要。要准确把握要求，扎实做好公开遴选各项
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按照政策规定、进
度安排，全面落实各项要求，真正把优秀的基层青
年干部选上来。要通过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新
媒体，大力宣传遴选工作的有关政策法规、程序要
求和方式方法，积极营造支持的舆论氛围。要严守
工作纪律，认真做好各个环节的组织工作，做到严
格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确保遴选工作平
稳有序进行。

28日，崇川学校举行了“童心向党迎百年 强健
体魄我争先”为主题的春季运动会。该校低年级的学
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在学校操场上就多个团体项目开
展比拼，将一场运动会办成了亲子活动的欢乐场。

记者 沈樑摄

近日，中国老科协2020年度“我与老科协”征文评
选揭晓，并汇编下发。全国老科协系统共投稿1700余
篇，经专家组评定，有323篇作品入选，其中南通市老
科协入选作品26篇，占8%，在全国地级老科协中名列
第一。

近年以来，我市老科协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
力密集的优势，组织广大会员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
中心工作，抓住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和人民群众
关注的热点，进行深入思考。去年，全市老科协会
员在积极投身抗疫斗争的同时，大兴学习、调查研
究之风，近千名会员以创新发展为课题，纷纷撰写
论文，提出对策和建议，形成了一批有分量的调研
成果，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更好地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其中，市老科协自然资源
和规划分会黄玲、朱振洲等撰写的《加快通州湾碱
地改良项目推广的对策建议》，引起国家和省有关
部门的关注；市老科协发展改革分会黄元宰的《充
分发挥“银发人才”创新创业潜在价值》得到省委、
省政府领导的肯定。 ·赵国庆·

本报讯 （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
安）28日，市政府召开全市犬类长效管理
工作推进会，通报 2020年以来全市犬类
管理工作情况，要求进一步推进犬类管
理工作，建立健全养犬管理长效机制。

市犬类管理领导小组去年制定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城市养
犬管理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晰各成员
单位职责任务、管理要求和执法标准，并
在市区推广使用南通养犬管理信息系
统，实现了市区犬只免疫登记、在线便民

申领犬牌等服务功能。
公安机关联合农业农村、城管等部

门，全面加强商务区、广场、公园、城市中
心绿地、学校周边及居民小区等部位的
巡查，全面排查整治流浪犬聚集扰民、不
文明养犬影响市容环境等突出问题，全
力捕捉流浪、散养犬，强制收容无证犬及
违规饲养的大型犬、烈性犬，同时定期通
报涉犬警情、违法处罚、登记办证和犬只
收容情况。其间，在市区设立犬只登记
免疫点 49个、取证点 25个，发放文明养

犬的倡议书60万余份，审核发放犬牌2.4
万余只。

针对当前涉犬矛盾突出、群众文明
养犬意识不高、部门协作机制不健全
等问题，结合即将于 5 月 1 日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会议
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统一思想，充分认
识加强犬类管理工作、健全养犬管理
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必要性，努力为广
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文明、和谐
的社会环境；明确职责，根据即将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工
作要求，落实犬类管理的属地责任，采
取有效措施推进犬类管理工作；加强
协作，建立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应急处
置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社
会组织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增强综合治理合力；加大宣传，广泛宣
传犬类管理规定、违规养犬危害以及
狂犬病免疫知识等内容，提高群众文
明养犬、规范养犬的自觉性、主动性，
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市级机关公开遴选
公务员工作启动

首批涉及34个职位，计划遴选47人

中国老科协征文评选揭晓

我市入选篇数列地级市首位

我市建立健全养犬管理长效机制

海门区悦来镇是抗日战争时期海
启第一个中共支部诞生地。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革命精神，这里的党员干部、
企业家们勠力同心、共同奋斗，奏响了
镇强、民富交响曲，擘画了乡村振兴新
画卷。4月22日，“南通革命老区行”融
媒体新闻行动采访团走进该镇，实地探
访这一红色热土新时代展现的新气象。

医药器械是该镇特色支柱产业之
一。当天，我们来到扬子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车间内机器声隆隆。该公司主要
生产医用一次性薄膜手套及实验室用
一次性乳胶手套，去年，受全球疫情影
响，医用手套订单络绎不绝，销售额达
到 1.4 亿元，并入围海门工业百强企
业。去年底，该公司又在镇区投资建设
了占地50多亩的嘉仕多注塑项目。公
司行政部经理朱柳柳告诉我们，该项目
预计今年 6月将建好，新项目“加持”，

今年销售额将超2亿元，入库税金冲刺
2000万元。公司目前有员工 150人左
右，其中 60%来自本镇，每个月收入在
5000元左右。注塑项目正式投产后，
还要招50人左右，届时，这批员工收入
将超7000元。

国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生产高新技术型桩类产品的企
业。当天，生产车间内，数十名工人分
布在下料、镦头、编笼等 10道工序上，
为生产各类桩类产品忙碌着。国华新
材料自去年9月份投产以来，产品供不
应求。今年1-3月实现销售额1.9亿多
元。“去年产能达到130万米，今年满负
荷生产，产能将达到 300万米，销售额
冲刺10亿元。”生产经理张登明透露。

近年来，悦来镇规划建设2600亩的
新工业园区，大力引进培育高科技创新
型企业，形成了“高端LED光电、医药器
械、体育运动器材”三个特色板块。2020
年，新开工超亿元项目3个，其中超10亿

元项目1个；全年续建项目投资额达7.26
亿元。三次项目建设考核均被授予流动
红旗。今年1-3月，39家规上工业企业
应税销售达15.5亿元，同比增长86%。

产业发展离不开技术人才，尤其是
制造业。2016年，由教育部教育装备
研究与发展中心和海门区人民政府合
作共建的东方教育装备创新产业城落
户悦来镇。今年以来，产业城在大力发
展文艺类小提琴与科技模型等教育装
备的同时，还全面推进职业教育，专业
培养智能制造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我
们与台湾金仁宝集团合作，每年计划培
养 1000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首批学
员 5月份即将开课。”东方教育装备创
新产业城负责人党小勇说。

“‘十四五’期间，悦来将传承红色
基因接续奋斗，突出作风建设年和项目
建设年两大主题，全力打造产业协同发
展先行区、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创新
社会治理示范区，实施乡村振兴、污染
防治、招商选资、培大扶强四大攻坚战，
推进生态宜居、富民惠民、特色园区、作
风效能、社会治理五大提升工程，将这
片红色的土地在江海大地做出更新更
靓更好的悦来文章。”悦来镇党委书记
成东波在接受采访时说。

本 报 记 者 陈 静
本报通讯员 张澄啸 李迎银

海门区悦来镇：

红色热土产业兴旺
▶ 红色故事

1939 年 10 月“凤凰桥事件”以后，
抗战支队政工队的大部分成员都离开
了海启，只留下一部分队员和本地党
员。1940年1月，抗日战争时期以江家
镇、三阳镇周围为基点的海门第一个共
产党支部在悦来镇永平村（原三阳镇永
平乡）建立。党支部建立后，在永平乡、
平北乡、海复镇等地，搞宣传发动工
作。5月，中共江北特委又派姚鲁到海
门领导该党支部。

为掩护中共支部的活动，宣传委员
陆恂如和党员李则信在和合镇开了一
爿“福泰昌”南货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
点。陆恂如还与革命青年汤铁岭、彭迪
颖在海复镇开办了“海星书店”，传播进
步文化，开展青年学生工作。

随后，中共支部派徐立达打入海门
县动员委员会工作队（后改服务团）当
副队长。以后姚鲁等也进入了该队。
工作队员启发农民、工人的政治觉悟，
广泛发动群众，使永平乡一带的抗日运
动搞得轰轰烈烈。 陈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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