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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消防
通道是消防人员实
施营救和被困人员
疏散的通道，一旦
发生火灾，消防通
道就是一条连接

“生”与“死”的“生
命通道”。如果被占
用，直接威胁到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那么，大家身边
的“生命通道”是否
畅通无阻呢？1月9
日晚，市消防救援
大队联合交警部门
深入城区部分小区
开展消防通道安全
大检查。

在世纪家园北
区，《关于开展打通

“生命通道”集中治
理行动的通知》的
告知书醒目地张贴
在小区的橱窗内，
但仍有一些车主将
汽车停放在消防通
道上。检查人员表
示，一旦发生火灾，
这种随意占用小区
消防通道的行为，
会给救援带来阻
碍。“尤其是晚上，
车位紧张，车道两
边都停满了车，道
路中间一般只空出
一辆普通轿车可通
过的宽度。”居民陆
英说。

“一辆普通的
轿车宽度约1.6米
至1.8米，而普通的
消防车宽约2.5米，
正常车速通过需要
4米宽的道路。”市
消防救援大队工程
师丁伟强说，消防
车道的宽度约为两
辆轿车的宽度，高

度不小于4米。假如此时这里发生火灾，消防
车将无法通过，势必会贻误救火的最佳时
机。说话间，检查人员又发现两辆轿车停在
了消防通道上，小区主干道只够一辆小型轿
车勉强通行。检查人员随即上前对车主进行
了批评教育。当事车主称，晚上回来较晚，找
不到停车位，只能“见缝插针”，停放在这里。

“停放在消防通道，不仅影响了住户的正常
出行，若影响到消防队员救火、救人，谁来负
责？”检查人员当场向车主开具了处罚决定
书。丁伟强表示，消防通道是火灾救援的“生
命通道”，是消防部门的专门应急通道，挂有

“消防通道”字样标识的路段，是禁止停放车
辆的，根据《消防法》，可对违规停放的车辆
实行行政处罚。

“小区居民不是没有消防意识，也不是
不知道消防通道的重要性，然而在当下，许多
有车一族更迫切地想要解决自己的停车需
求。”不少小区业主反映，与之前相比，物业
划好路面停车位以后，整个小区的停车习惯
已经有所改变，希望物业下阶段能继续增加
停车位，以满足整个小区居民的停车需求。
随后，检查人员要求小区物业对存在的消防
安全隐患进行整改，并就如何科学管理小
区、消除消防安全隐患，以及如何开展居民和
物业管理人员应急技能培训等提出了指导
性意见。 （融媒体记者 黄欣美 鲍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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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驾校教练本应为人师表，开车
更应以身示范。然而在近日，我市某驾校一
名教练竟然酒后驾驶教练车上路被交警查
了个正着。

2019年12月22日晚，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城区一中队民警在市区民胜路灵秀路口
北侧路段，开展酒驾专项集中整治行动。20
时38分左右，一辆牌号为苏F8**0学的教练
车进入民警视线，只见该教练车突然异常减
速，引起了执勤民警的注意。民警当场对驾驶

员张某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149mg/
100ml，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后经南通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物证鉴定室鉴定，张某
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含量为150.1mg/
100ml。张某作为驾校教练，当时驾驶的教练

车属于营运车辆他不仅要面临禁驾10年的
刑事处罚，即使以后重新取得驾驶证，也将终
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目前，市公安机关已对
张某涉嫌危险驾驶进行立案侦查。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通讯员 万潇漪）

本报讯 今年的1月10日，是全国第
34个“110宣传日”。记者从市公安局110
指挥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在我市首创接警
员“一日一训”制度，积极推进和加强接处
警执法规范化、重大警情跟踪研判、智慧调
度、非警务警情分流等一系列有效举措，人
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高。

为提高接警员业务水平，110指挥中心
首创接警员“一日一训”制度，每天由值班
民警抽取部分疑难复杂警情进行教学，规
范该类警情警单填写和准确性，并赋予法
律条款解释。在周例会上，将上周定性有争
议的疑难警情提交参会人员集体商讨，形
成集体意见再组织所有接警员学习。在月
例会上，除了对上月接警质量进行点评外，
同时组织对“一日一训”内容的熟悉程度和

简单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考核。该制
度实施一年来，全体接警员的业务水平得
到切实提高。2019 年，全年总接警量
310323起、有效警情数139859起，110接
处警工作实现“零投诉、无事故”。

2019年7月17日晚11时许，110报警
平台接到外省市民姚女士的报警电话称：
其外甥女姚某已经失联3个多月，她去外甥
女男朋友葛某家寻找，也没有找到两人。寻
找无果的姚女士等人在现场与葛某的父亲
发生口角，后报警。接警员严冬接到此警情
后，根据姚女士的口气和失联人员姚某的
失联时间分析，凭个人经验结合“一日一
巡”掌握到的业务知识，她很快意识到这极
有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纠纷或求助警情，
在安抚报警人的同时，立即向班长张晓花

进行了汇报。大家一致认为该警情疑点较
多，除向全局发出寻人启事外，应同时要求
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核实。最终经查实，姚
某已经遇害。因严冬和张晓花对警情具有
高度的职业敏感度，为这起刑事案件的侦
破赢得了先机。严冬和张晓花的这一成功
经验通过“一日一训”很快在所有接警员中
推广开来。

“有困难，找民警”是许多市民需要帮
助时的第一反应。然而，很多市民并不了解
110的职能，认为只要有问题拨打110就能
解决，甚至还存在恶意拨打110的现象，影
响110接处警工作的正常秩序。

“市民当遇到违法犯罪案件，危及人
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
事件，各类事故，危及公共或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求助等情况时，
才应该拨打110报警电话。”市公安局110
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永江提醒，市民的其他
非警务诉求，可拨打12345公共服务热线
或以其他途径反映。此外，恶意、虚假等报
警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干扰社会秩序的
行为，对恶意骚扰、谎报警情、散布谣言等
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按《治安管理处罚
法》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110”是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维护
社会治安、服务群众紧急求助的第一道关
口，他们夜以继日地坚守，一丝不苟地严阵
以待，为东疆大地筑起了一条不间断的保
障线。

（融媒体记者朱俊俊 通讯员 孙鼎）

临近年关，位于吕四港镇的一家老字号
蒸糕铺内一派繁忙景象，一笼笼红印糕出炉，
香气四溢。

红印糕是吕四人过年餐桌上必备的一道
美味。每块糕上都有“福、禄、寿、喜、财”等红
色的印字，代表着喜庆吉祥。据悉，这种糕主
要产自南通东部地区，用于迎接新年、婚嫁迎
亲、新造房屋上梁、祭供祖先等场合。

（融媒体记者 姜雨蒙 王海兵）

我市首创接警员“一日一训”制度

“110”平安守护永远在线

荒唐！驾校教练醉驾被抓现行
面临禁驾10年的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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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的
决策部署，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全面推进外商投资
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落
实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做好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实施工
作，引导外国投资者及外商投资
企业便捷、准确报告投资信息，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外国投资者直接在中国
境内投资设立公司、合伙企业的，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
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常驻代表机构等，应按照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的规
定，通过企业登记系统在线提交
初始报告、变更报告，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提交年
度报告。注销报告相关信息由市
场监管总局向商务部共享，外国
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无需另
行报送。

外商投资举办的投资性公
司、创业投资企业和以投资为主
要业务的合伙企业在境内投资设
立企业的，应当参照前款规定报
送投资信息。

二、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变
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应于办理变
更登记时在线提交初始报告。

三、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控制
人变更、进口设备减免税信息变
更、住所未变更但所在特殊经济
区域变更以及外商投资的股份有
限公司除发起人之外的股东基本
信息变更等无需到市场监管部门
办理变更登记的事项，应于变更
事项发生后20个工作日内通过企
业登记系统提交变更报告。

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
业提交变更报告时，只需填报变
更事项，其他未发生变更的事项
无需重复填报。

四、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
（含多层次投资）的企业的初始报
告、变更报告、注销报告和年度报
告，由市场监管总局向商务部共
享，企业无需另行报送。

五、初始、变更报告存在未
报、错报、漏报的，外国投资者或
者外商投资企业应通过企业登记
系统进行补报或更正；6月30日
前，年度报告存在错报、漏报的，外
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应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
行补报或更正；7月1日起，年度报
告存在错报、漏报的，外国投资者
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应向商务主管
部门申请，通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管理系统（网址：wzxxbg.mof-
com.gov.cn）进行补报或更正；7
月1日起，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

资企业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的，
应根据商务主管部门、市场监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六、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外商
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
资企业，如2019年12月31日前已
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设立登记，或
发生《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
案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七条
规定的变更事项，但尚未办理外商
投资企业设立或变更备案，2020
年1月31日前仍可通过外商投资
综合管理系统（网址：wzzxbs.
mofcom.gov.cn）办理备案。

2020年1月1日起设立或发
生变更的外商投资企业，无需办
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或变更备
案，只需根据《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办法》和本公告的要求报告投资
信息。

七、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将在
企业登记系统和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上公布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
企业填报提供具体指导。

八、外商投资企业信息报告
的初始、变更和年度报告表见本
公告附件。

九、本公告自2020年 1月 1
日起生效。

商务部
2019年12月31日

启东市人力资源市场于1月18日上午8：
30-11：00举办2020年春季大型人力资源交
流会暨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届时有99家单位参
会，岗位达2600多个，欢迎各位前来应聘。

地点：启东市惠阳南路55号（世纪大
道和惠阳路口人才公寓南侧）；公交：103
路、106路人才公寓站下。

咨询电话：83311813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金属加工、机械零部件

制造项目（重大变动）
项目概况：南通睿鹏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注册资本
4000万元，企业位于启东市滨海工业
园区汇海路30号，占地面积23084平
方米。公司于2016年2月委托江苏宏
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南通睿
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金属加工、机械
零部件制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并于2016年4月25日取得批复
（启行审表[2016]0401号），项目获得
批复后未投入生产。近年来镝铁合金
及金属镝、铽作为磁性材料的原材料，
其市场需求也日益扩大。公司综合考

虑了市场前景，决定不再实施镨钕金
属及3D金属打印材料的生产，并根据
相关要求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2000t磁性
材料（钕铁硼永磁体）的生产能力。

二、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连接
http://www.jssthj.com/news/

1455.html
纸质版报告书：放置于南通睿鹏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厂房内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联系人：施国

辉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联系电话：

15250608458
三、征求意见稿的征求范围
南通睿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周围

2.5km范围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jssthj.com/news/

1455.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填写公众意见表后发送至本公司

邮箱或邮寄至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名称：南通睿鹏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施国辉
联系电话：15250608458
通讯地址：启东市滨海工业园区

汇海路30号
邮箱：1034418045@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关于举办2020年春季大型人力资源交流会
暨高校毕业生招聘会通知

启东市头兴港河两岸美化亮化工程B标段工程项目已于2019年12月1日竣工验收合格，
工资及材料款全部结清。特此声明。

联系电话：15757917722
兰溪市城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月6日

声
明

南通睿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金属加工、机械零部件
制造项目（重大变动）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商务部公告2019年第62号

关于外商投资信息报告有关事项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