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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安排，我市
将于2021年 12月 6日开始启用省人社一体化信息
平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子系统。现就有关事宜通告
如下：

一、本次新旧系统切换涉及单位
各县（市、区）人社、税务，各镇（街道）为民服务中

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二、系统升级期间有关业务调整
原则上从2021年11月15日起至2021年12月5

日止（各统筹地区可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调整起始时
间），停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信息变更、
补缴、资格认证、待遇恢复、待遇核定、关系转移、关系
注销、征缴等业务，2021年12月6日恢复办理。

系统切换期间，各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

窗口安排专人负责引导、宣传、服务，采取先收取材料
的方式，待省一体化信息平台上线后集中补办理。

上线后，城乡居民可通过“江苏政务服务”APP、
“江苏智慧人社”APP办理城乡居民养老险业务。

因一体化信息平台上线，涉及人社、税务等多部
门，以及线上线下多种服务渠道，切换期间给您带来
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您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理解、
支持和帮助。如有疑问请联系以下电话：

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2333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12366
特此通告。

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

2021年11月9日

关于江苏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南通地区切换上线的通告

线上办理
请扫码

遗失公告
▲陆身华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

员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320623195408107753，声明作废。

▲ 何 琪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320623198210090410，声 明

作废。

▲南通合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格证，

证号：D332253870，声明作废。

▲江苏向日葵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江苏向日葵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南通立元化工有限公司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正/副）本 ，税 号 ：
320601691333081，声明作废。

▲王建宝遗失港闸区北城大桥
地块工程房屋拆迁补偿结算单，单
号：1002898，声明作废。

▲周羽章遗失军官证，军官证
号：武字第1518352号，声明作废。

▲陈可欣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T320473707，声明作废。

▲南通高新技术开发区天行冷
暖设备商行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084004557701，声明作
废。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2017年6月22日5

时在海门市悦来镇廿匡
河边捡拾女性弃婴一
名，姓名：施筱彤，出生
日期：2017 年 6 月 22
日，身体健康，随身携带
物品有：身上裹了一条
粉色的浴巾，内有一张纸条。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与南通市海门区民政局
收 养 登 记 处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82105670，联系地址：南通市海门区长
江南路777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
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南通市海门区民政局
2021年11月8日

办理地址：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南通市世纪大道8号）22层
2210室，联系电话：0513-68218781。线上办理可微信搜索小
程序“南通报业遗失公告办理”。

由南通骏秀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南

通天皓璟园，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前期物业服务

单位。具体招标事宜详见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网站（http://www.ntfdc.net/bm）。

联系人：吕先生

联系电话：18936830094

特此通告！

南通天皓璟园
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公告

开发商：南通骏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9日

本报讯（记者刘璐）第四届进博会进展过半，全国
各地交易团采购热情日益高涨。据市商务局统计，截至
目前，我市共有 50余家参展企业签订了 80多项成交意
向，其中技术装备的成交意向达77%。

南通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与日本
JFE、大发柴油机、洋马发动机、吉野电器等公司达成
技术装备采购合作协议，采购金额达 3500万美元；如
皋市人民政府与永恒力叉车（上海）有限公司就智能
物流自动化项目签订合作意向协议，将依托如皋优质
资源和永恒力先进的德国生产工艺、创新意识，积极
推进园区自动化智能升级，建设全链条闭环的智能物
流集群……

据统计，南通交易团在技术装备、汽车及零部件、服
务贸易、食品及农产品等展区均有斩获，其中技术装备
领域成交额超过1.7亿美元。从采购市场来看，德国、日
本、美国位列前三，合计约占当日采购总量的71%。

进博会期间，市商务局与南通交易分团的参展商、
采购商密切交流沟通，详细了解参展企业与采购商的业
务洽谈和交易情况，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多方对接，务实
合作。同时，加强服务保障，以短信形式友情提醒我市
采购商及时上传健康信息，鼓励各县（市、区）交易团以
包车的形式组织专业观众集中前往，及时答疑客商证件
问题。目前，我市入场专业观众人数已有上千人。

本报讯（记者朱蓓宁 刘璐）新西兰牛奶、希腊蜂
蜜、澳洲牛肉、西班牙火腿……正在举办的第四届进博
会带来“舌尖上的世界”，9万平方米的食品及农产品展
区内，全球美食纷纷组团来此开拓市场。南通交易团的
不少采购商正对这里的各类产品进行考察，了解世界好
物、寻求合作商机，帮助南通市民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惠全球”的目标。

本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涵盖乳制品、蔬果和
农产品、肉类、水产品和冷冻食品、饮料和酒类，以及休
闲食品、甜食、调味品和综合食品等六大题材，设置乳制
品专区、农产品专区两大专区。全球五大粮商、全球前
两大烈酒和葡萄酒集团悉数参展，全球排名前八的乳制
品企业有六家参展。该展区参展国别和企业数最多，既
有五百强龙头企业，也有广大中小食品企业，还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中东欧国家以及境外组展机构组织的
特色展团参展。

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通过现场采
购及云成交方式，南通交易团在食品及农产品上的意
向成交额已超过 9000万美元，占比排名仅次于技术
装备。

“以前要好多天才能批下来，材料
不齐还得跑好几趟，现在只要承诺就可
办，我们不用再搞‘折返跑’了。”4日，王
峰到启东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卫生许
可证，从提交材料到签订承诺书，再到
最后领到证，只用了半小时。

长久以来，五花八门的证明材料一
直是导致办事“繁难慢”的“绊脚石”。今
年4月，我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工作，从源头减少证明“拦路
虎”。截至目前，全市适用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办件 11.6万件，累计减少证明材
料18.8万件，办件时间平均压缩50%。

做减法提效能，惠民升级直
抵群众“心坎”

为共享惠民果实，提升民生指数，
我市聚焦群众企业办事创业中普遍关
注的重点领域和证明事项，在逐项梳理
省第一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基础上，结合实际，形成我市第一批实
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涉及市
教育局、工信局、公安局、民政局等59项
证明事项。

4月 13日，外地来通工作的李玉婷
到市政务中心医保窗口，打算办理产前
检查费支付业务，但由于未带准生证，再

回老家办证得折腾好几趟，不禁犯了
难。“这项业务我们现在已经实行告知承
诺制了，您签一下承诺书，就可以替代需
要提供的准生证明。”在工作人员的介绍
下，李玉婷顺利办理了该业务。随后，医
保部门通过与其老家相关部门联系，确
认了相关事实，第二天就将1000元产前
检查费发放到她的个人账户。

受益于该政策的群众还有很多。海
安人王伟与他人发生冲突后受伤，由于对
方一直拒不履行部分赔偿款，无奈之下向
海安法律援助中心求助。王伟属于低保
户，但申请当天未携带低保证明。海安法
援中心通过证明事项告知承诺的方式，当
场受理了他的法援申请，“实实在在方便
了我们老百姓。”王伟十分感激。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不仅是减证
便民，更是在政府和群众之间建起一座
双向互通的信任桥梁。”市司法局党组
书记、局长朱志强说，目前我市已经梳
理报送了第二批拟实行告知承诺制的
证明事项清单，待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切实推动“减证惠民”工作落到实处。

降成本增活力，数字赋能释
放发展“红利”

当页面显示完成注册，朱芸坐在电

脑前就办理了企业营业执照，后续也无
须再提交房产证明和租赁协议等传统
材料。“一摞证明”变为“一份承诺”，朱
芸对此深有感触，“以往都是带着材料
跑部门，现在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

‘秒审批’，效率惊人”。
繁复的办证要求和办理程序都是

束缚企业发展和创业进程的“拦路
虎”。如今，各部门间信息壁垒全面打
破，为开办企业的申请人打开了一条绿
色通道，最大限度便民利民。

“我们在全省率先推行市场主体住
所（经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制，企业申
请的地址由系统自动核验公安部门的标
准地址库和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的不动
产权登记库，匹配通过即可填报电子承
诺书完成注册。”据市行政审批局市场准
入处处长吉祥介绍，申请人网上申报后，
登记部门在受理时，系统会自动进行产
权信息比对，大大提高了注册登记效率，
也强化了企业履约守诺的诚信意识。

据统计，自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
所）申报承诺制去年试点推行以来，减
少纸质资料提交 10万余件。一个个信
息的联通共享、一项项举措的生根落
地，都成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
业内生动力、释放创业激情热情的源头
活水。今年以来，我市新增各类市场主
体11万多家，同比增长22.5%。

严监管讲信用，拧紧核查闭
环责任“链条”

告知承诺制的推行，省去了群众企

业开具各类证明的烦恼，但绝不是简单
的“随意承诺”。我市从制度建设的“最
先一公里”发力，印发了《南通市证明事
项告知承诺制工作规程》，规范工作标
准，确保事前事中事后流程在控、风险
在控。

“我填下承诺书就表明我要对我的
行为负责。”毕业于南通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的杨登，刚刚完成小学教师资格认
定。他在如皋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填写了承诺书后，系统将承诺书同
步到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上，不到五分
钟就完成了所有申请手续。

“为确保告知承诺的真实性和严肃
性，我们大力推行‘信用+政务服务’模
式，对承诺事项实行信用监管，做到审
批和监管有效衔接，避免出现监管真
空。”市司法局党组成员郁新生说，一旦
发现提供虚假承诺的，相关部门将依法
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
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
录，“但我们也预留了自我纠错机会，允
许申请人在行政事项办结前，主动撤回
承诺申请”。

此外，我市还积极推动市信用承
诺管理系统开发建设，以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和身份证号码等为标识，归集
管理全市信用承诺信息，为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落地见效提供强有力的机
制保障和载体支撑。目前，围绕第一
批清单办理事项的在线承诺管理系统
已投入试运行。

本报通讯员 顾思捷
本 报 记 者 何家玉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我们今年申
请了1000万元排污权抵押贷款，用于企
业的厌氧池扩建等环保项目建设。”8日，
位于海安常安纺织产业园内的江苏合源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厌氧池土建工程正紧
锣密鼓施工中。3天前，南通史上首笔排
污权抵押千万元贷款在海安发放到位，
这笔金融“血液”的注入为项目推进提供
了强大动力，也进一步盘“活”了企业无
形资产，激励企业绿色转型。

江苏合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高端面料生产企业。“去年，我们就与海
安农商行达成一致协议，成为南通地区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用企业排污权抵

押，获得200万元的首笔贷款。”合源纺织
科技公司总裁助理顾益说，公司去年投
资近千万元开发废水沼气发电和太阳能
光伏发电项目，通过排污权抵押获得的
200万元贷款，大大缓解了企业资金压
力。今年这两个项目已顺利投产，每年
至少可节省用电400万千瓦时。今年10
月，在提前还贷的前提下，企业又以排污
权抵押形式，从海安农商行获得1000万
元贷款，贷款期限1年，并在海安生态环
境局进行登记。这也是自去年底《江苏
省排污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出
台以来，南通地区按照最新流程办理的
首笔千万元排污权抵押贷款。

排污权即排放污染物的权利，指在
环保部门分配的额度内，在确保该权利
的行使不损害其他公众环境权益的前提
下，企业依法享有的向环境排放污染物
的权利。为深入推进绿色金融工作，拓
宽企业融资渠道，去年12月，江苏省出台
了《江苏省排污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试
行）》，明确企业可将排污权作为抵押物
向银行申请获得贷款，贷款用途包括企
业节能环保改造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或专项用于购买排污权并以排污权作抵
押。海安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
经理章志冬说，目前，海安农商行已累计
向5家纺织企业发放了总计2600万元的

排污权抵押贷款，后续还将开发节能减
排技改贷、工业光伏贷等系列环保绿色
贷，“贷”动企业绿色发展。

“排污权不仅仅是排污许可证上的
一列数字，更是一笔珍贵的隐形资产。”
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执
法一局局长柳培文表示，两年来，海安市
生态环境局努力搭建银政企服务平台，
推广环保贷、排污权抵押贷款等绿色信
贷服务，有效拓展了企业绿色融资渠
道。截至目前，海安已累计服务 7家企
业，合计贷款金额7165万元，有效拓展了
企业绿色融资渠道，实现企业发展和环
境保护的“双赢”。

南通参展企业
达成80多项成交意向

技术装备成交意向占77%

进博会“舌尖上的世界”诱人

南通交易团意向成交额
超9千万美元

我市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半年多来，办件量已逾11万件——

一纸承诺卸下证明“包袱”

金融输血“贷”动实体经济绿色发展

南通首笔千万“排污权”抵押贷款发放到位

9日，海安市墩头
镇新海村蟹农在养殖
塘里捕捞螃蟹，为“双
十一”备货。

近年来，海安市蟹
农积极通过淘宝、微
信、快手、抖音等网络
平台进行螃蟹交易，让
螃蟹产品更好地走向
市场。 周强摄

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记者 许丛军摄

聚焦进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