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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
法》等有关规定,企业未在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报送年度报告并
向社会公示的，或者在检查中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
系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向社会公示。

今年以来，江苏记才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187家名称中含有“投
资”“财富”等字样企业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现予以公告。

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经营者：在与下列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过
程中注意防范交易风险，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行业组织、公共服务企业
可在各自的监管和服务范围内对下列企业实施相应的信用约束措施。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提示广大市民：下列企业在名称中虽含有“投
资”“财富”等字样，但都属于一般类型企业，未经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或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鉴

于下列企业已经出现经营异常情况，请广大市民注意潜在金融风险，
若发现存在非法吸收社会公众资金等违规违法行为，请及时向当地金
融监管部门或公安部门举报。

南通市市场监管局
南通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2021年9月2日

关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的公告

江苏记才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南通国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天紫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帝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度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千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国兰投资事务所（有限合伙）
南通米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永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永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红跃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腾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铁汇南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铁汇同鑫南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信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中现众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通分部
江苏谢庄玫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大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吴氏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圣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御泰投资管理（南通）有限公司
南通泛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南通嘉芳投资发展中心（普通合伙）
崇川区豪瑞投资理财咨询服务中心
南通盛驰投资理财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捷力项目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南通加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南通速贷邦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南通通顺贵金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南通元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慧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市域秀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全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恒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鸣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泰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南通市崇川区铭洋投资信息咨询商社
南通市崇川区宁券投资管理咨询服务部
南通市崇川区有为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部
崇川区振轩投资咨询服务部
崇川区雷克投资咨询服务部
南通笑纳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富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人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安恒诚投资信息咨询服务部
南通海川投资理财有限公司
南通企银投资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

南通富濠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南通广和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凌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启东舜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启东市欣瑞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启东宝安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强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
启东市金罗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启东市汇龙镇安顺投资咨询服务部
启东市汇龙镇九洲投资咨询服务部
启东市汇龙镇郃程投资理财咨询服务部
启东市凯越房产投资咨询服务部
启东市创佳投资咨询服务部
启东市金盛投资咨询服务部
启东市庆丰投资咨询服务部
启东市明鑫投资信息咨询服务部
启东市欣都投资管理服务部
南通圆梦科技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银嘉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博众企业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南通兆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维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爵昧投资管理通州朝阳路加盟店
南通天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市海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门九天投资咨询服务部
海门市金秋投资咨询工作室
南通开发区帝尊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鑫颖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滴滴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南通宏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湘投顺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嘉琪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得亿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泽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领鑫创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晟泰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林辉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诺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南通星纬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恒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百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源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江苏我家好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苏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沃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如意物联网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常欣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江苏丰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通汉德投资理财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南通盈丰房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通明国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鼎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宝澜蜜语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北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易北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江苏胤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广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和谐彩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启拓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中资富源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鑫房子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信和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东明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南通广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江苏荣禧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中昌汇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鑫茂荣信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南通第一分公司
银谷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德成财富投资管理（常州）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乐易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红上保信南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艺财富文化艺术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通兆丰凯来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超凡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分公司
南通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厚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红上财富（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通第一分公司
南通瑞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至善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上海禅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丸来玩趣（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通第一分公司
南通华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亿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北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南通稳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南通诚泰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鑫昌投资有限公司
信和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江苏乾正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昌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和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南通家纺城分公司

南通宝途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南通达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普信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平潮分公司
德成财富投资管理（常州）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信和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
北京中普信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
南通金佰汇投资有限公司
鼎辉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启东汇龙分公司
江苏超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成财富投资管理（常州）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
信和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启东和平中路分公司
南通平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启东鲲鹏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信和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
银谷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通第二分公司
德成财富投资管理（常州）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
如皋金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和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海门分公司
德成财富投资管理(常州)有限公司海门分公司
华远投资南通有限公司
海门中南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磐石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畅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门分公司
南通中超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恒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富融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南通有限公司
南通邻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玖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天融投资有限公司
德成财富投资管理（常州）有限公司南通开发区分公司
江苏德诺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紫光投资有限公司
瑾懿投资管理南通有限公司
南通玛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金卓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通旭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市云海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混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恒强投资有限公司
崇川区飞云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海安融盈投资咨询服务部
海门市万融投资信息咨询服务部
上海证大大拇指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合星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中艺财富画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中亿国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

“我在这边生活了 10多年，现
在走在南川园路上，处处干净有
序。”附近居民林明高兴地说，街办
的治理成效明显，文明城市长效管
理，大家都看在眼里。

南川园路的变化，是崇川区
改善背街小巷的环境秩序的一个
缩影。

对于城市而言，马路上的繁华
是“面子”，背后的精细化管理却是

“里子”。背街后巷是文明城市长
效管理的重点、难点，保洁水平不
高、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车辆乱停
放……这些都是整治顽疾，老百姓
意见大。

既要扮靓“面子”，更要夯实
“里子”。崇川区文明城市长效管
理中，着力补齐城市功能短板，通
过精细化治理、跨区域协作、全时
段全要素管理等创新举措，把实
事做实做好，切实提升百姓的生
活品质。

精细化治理
“老大难”换新颜

“您好，跟您反映一下南川园
路部分车辆停放不规范，占用了电
瓶车停放位，导致电瓶车没地方停
放，希望予以关注……”

前段时间，学田街道社会治理
现代化指挥中心接到多个工单，都
是反映南川园路乱停车问题。收
到投诉后，指挥中心第一时间派
单，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精准治
理，迅速解决问题。

作为市区一条支路，南川园路
总长 680多米，横穿南川园新村。
附近居民多，道路虽不长，但沿街
大小商铺超过 100家，为居民提供
各种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车辆乱
停、卫生脏乱等问题。

如何既保护这条道路的“人间
烟火气”，又让它干净整洁，考验着

学田街道的管理者。“我们不搞一
刀切，不是一禁了之，而是通过精
准治理，达到这一目的。”街道综合
执法局局长吴建华介绍说。

针对各种违章突发的特性，学
田街道将城市管理融入指挥中心，
将主要路段、重难整治部位纳入

“雪亮工程系统”，形成智慧城市管
理、精准整治治理的新模式，指挥
中心接报后第一时间“派工”，执法
部门立即行动，解决问题，保证有
的放矢，为沿街浓厚的烟火气息提
供精准服务。

精细化还来自于不定时巡
查。综合执法人员与社区长期在
路面巡查，对不文明停车、门前乱
堆放等现象进行警告或处罚，委托
外包物业公司在高峰期引导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按规定停放，保证车
辆停放秩序。

沿街商铺聚拢人气，车辆停放
是“刚需”。对于道路两侧不合理
的车位设置，街道和社区还广泛收
集群众意见，与综合执法人员现场
研究，讨论制定新的车位划分区域
和管理方式，在规范秩序的同时最
大限度地方便居民出行。

跨区域联动
填补监管“空白点”

“我在虹桥辖区，任港凭什么
管我？”“我在任港辖区，虹桥凭什
么管我？”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一直是城
市管理的一个痛点。面对这个“老
大难”，虹苑路的情况更为特殊。

虹苑路全长近 300米，位于任
港街道与虹桥街道交界区域，部分
属于任港街道管理，部分属于虹桥
街道管理。两侧有虹桥东村、江景
苑等小区，人流量大，靠近江景苑
农贸市场。长期以来这片区域有
10多家流动摊贩。

以往，任何一方综合行政执
法局的单独整治往往沦为“驱赶
式执法”。时间久了，部分“聪
明”的商贩甚至能辨别两个街道
的城管队员，每逢城管执法，他
们便临时“搬家”。两个街道的
城管部门每年也会开展联合整
治，可摊贩来了又走，始终无法

“根治”。今年，虹桥东村实施老
旧小区改造，居民不少私家车在
路边临时停放，加上占道摆摊的
小商贩，让虹苑路每逢早晚高峰
便拥堵不堪。

对此，任港街道与虹桥街道创
新举措，开展跨区域协同执法，两
街道城管部门可以联合执法，也可
以常态化跨区域单独对该路段进
行执法，让“打游击”的小摊贩无处
可遁。

任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负
责人介绍，任港街道与和平桥街
道、新城桥街道、永兴街道等也有
毗邻区域。下一步，他们将与所有
毗邻街道执法局一道，进一步推广
完善跨街协同机制，实现从“个案”
到“类案”，从“专项”到“全面”的转
变，形成常态长效管理制度，提升
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全时段监管
畅通城市“毛细血管”

“这菜怎么卖？”“你这卖得太
贵了，便宜点。”曾几何时，农贩的
吆喝、行人的挑选，校西路桥上热
闹非凡。

校西路连接人民路和通甲路，

周边小区密集，不少摊贩逐渐在这
里聚集。菜摊时间主要集中在下
午 5点至天黑时段，与城管工作时
间形成时间差，导致流动摊贩没人
管、也管不完。校西路桥逐渐发展
成“马路市场”。

拥挤的摊贩、乱停的车辆，不
仅影响了交通，随手乱扔的菜叶子
等垃圾也给河道管理、环境卫生带
来难题。

结合文明整治提升行动，钟
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大监管
力度，采取“定点定位、专人监管”
模式，一组两人在校西路桥严格
值守，拉紧打击流动摊贩的人力
防线。

“‘全天候’24小时的巡查，让
校西路恢复畅通，食品城店外经营
等现象都明显好转。”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局副局长顾学飞介绍，之
前，在市政路和月州路西延段存在
不少夜间垃圾偷倒现象，建筑、装
潢、织物等垃圾一倒就走，第二天
发现时根本抓不到人，有时甚至一
次会带来近一两吨的垃圾。“现在
专人全天值班，加上高清探头的捕
捉，目前已经对 6名当事人进行了
行政处罚。”

在城东街道，23条背街小巷中
有18条引入服务外包人员，实施全
时段全要素管理。

出店经营没有了、停车秩序规
范了，老百姓和城管心里都松了口
气。“原来走哪儿哪儿堵，现在看着
家门口的路那真是舒心。”附近居
民黄莎莎说。

本报记者 陈可 袁晓婕 江姝颖

本报讯 （通讯员周存军 严
蜜 记者唐佳美）“明天还要加强
一下道路保洁，对绿化进行再修
剪……”8月 31日，海安市西场街
道爱凌村的中心路路长储瑞龙带着
专职保洁员巡查路况。2020年以
来，海安在南通率先实施农村道路
路长制工作，每条道路配备至少一
名路长，解决了道路管理谁来管、管
什么、怎么管的问题。路长制的实
施进一步提升了农村道路治理能
力，让农村道路路更畅、景更美。

西场街道爱凌村有农村四级路
3条，近10公里。今年4月30日晚，

一场暴雨致使爱凌村中心路道路两
侧树木倒伏，路长储瑞龙立即在村
工作群里发了一条信息，当天晚上，
20多名村民及党员志愿者连夜对所
有倒伏的树木进行了清理，确保在
第一时间管护到位。“没有路长的时
候没有这么高的效率，保洁也没有
现在的标准高。”储瑞龙说。

截至目前，海安已建立了国省
干道路长以及县、乡、村三级路长、
路段长，其中，农村公路 798条，
2372公里，干线公路 5条，148.99
公里，到2020年底，各条道路都有
了自己的路长。

本报讯（记者袁晓婕 通讯员
张晔）又到一年开学季，8月 31日
下午，崇川经济开发区二桥社区党
委、监委会、关工委、团工委启动

“金秋助学季 圆梦爱心行”金秋助
学系列活动。自 1996年以来，二
桥社区已连续26年开展爱心助学
活动，600余名从二桥走出的大学
生和贫困学子受到资助。

新晋大学生小张今年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天津理工大学。初三
那年，小张的父亲患上渐冻症，家
庭经济状况一落千丈。社区党委
了解到情况后，伸出援助之手，每
年都会为小张发放助学金。后

来，小张考上了高中，社区将助学
爱心延续，四年间，社区共为小张
发放了 1.26万元助学金，帮助他
顺利完成高中学业。

每年秋季开学前夕，二桥社区
都要向辖区内考取高等院校的高
中毕业生和家境困难的中小学生
发放开学大礼包、爱心助学金等。
资助标准从 200元、400元、600元
到如今的1000元，从1996年开始，
二桥社区的助学行动年年不落，已
发放助学款近7万元。“今年，我们
社区走出去了 14名大学生，这就
是坚持助学行动的意义。”二桥社
区党委书记成汉林说。

昨天，市区校外培训机构户外广告整治启动。图为城管部门顺利拆除
位于学士府小区外的一家培训机构的户外广告、流动字幕及各类张贴。

记者 尤炼摄

推动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崇川区着力改善背街小巷的环境卫生——

既要扮靓“面子”更要夯实“里子”

海安798条农村公路、5条干线公路全部配备路长

让农村路更畅景更美

崇川经济开发区二桥社区开展金秋助学系列活动

26年资助600余名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