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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屋
整装

微晶墙体 集成吊顶 健康环保

地址：国盛义乌城北大门向西50米
电话：13506280716 国内国际·广告

为了进一步优化征信服
务环境，便利市民办理征信查
询，经研究决定，中国人民银
行通州支行征信服务窗口进
行整体搬迁。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办公地址：通州区碧
华路 197号，南通市通州区政
务服务中心一楼（东侧）。原
办公地址不再设立服务窗口，
停止服务。

二、搬迁时间：2019年 11
月18日。

三、服务时间：工作日上
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30。

自助查询机8:30～17:30
四、联系电话：86513552。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通州支行

2019年11月11日

关于征信对外服务窗口
搬迁的公告

汪盛遗失军官证，号码为军字第9931026，作废。

遗失启事

房屋招租

老通掘公路中远大厦十一层有450平方米房屋招租，适
合办公、培训、商务等。另有墙外广告位320平方米对外招
租。 电话：13506286821

本公司位于南通市通州区刘桥
镇工业园区园区路6号，主要从事全
屋定制木质家具项目生产、销售及
售后一条龙服务。南通市通州生态
环境局 8月 27日对我公司现场检查
发现，面漆喷涂工段、底漆喷涂工段
未按规定使用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
治设施，且底漆喷涂工段未在密闭
空间或设备中进行，11月8日对我公
司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对此我们认真反思，积极整改，
并向社会公开致歉，承诺：

1.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规，
认真履行环保行政处罚决定。

2.立即整改，今后油漆工段全部
在喷房内进行，废气经处理达标后
排放，杜绝在非密闭空间从事刷漆
的行为。

南通阿路特家具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公开致歉书

11月25日 07:30-13:0010kV
叠石桥线 志南村51425台区

11月25日 07:30-13:0010kV
顺风线 尹家园村52041台片

11月25日 07:30-15:0010kV
新马线、10kV 建宝线、10kV 光和
线、10kV虹桥线 新 三 园 村
58337、58340、58310、58338、58339、
58341、银河村 58334、58333、金北
村 58160、58150、58199、58200 台
区、纱场居 58161、58162、58163、路
灯变、金中、通达不锈钢、金业钢结
构、福宝、美安纺织、英华聚氨酯、诚
润包装、寝尚纺织、广播预制场、尧
成塑料、看守所、永峰建筑站、爱酷
玩具、美一佳、仟竹纺织、乐佳涂料、
盛阳钢木、杨子荣驾校、兴业机电、
福利日化、云川酒业光和线、金沙素
康粉皮加工、人武部、多盈时装、江

苏星源等用户
11月25日 08:00-12:0010kV

五东线 老坝桥村、石东村、环港
村、渡海亭村、戏台墩村、远洋肥料、
宏泰塑料、机械厂、勇进机械等用户

11月26日 07:30-13:0010kV
新马线、10kV建宝线 金 北 村
59341台区、金中 59154台区、玩具
厂公配、金中 4#公配、党校公配、电
大公配、电灌站公配、第二人民医
院、三达防腐工程、通州交警大队、
汽运集团、南通天华安防器材、天瑞
华消防工程、福宝箱包、日用化工
厂、兴辰机械等用户

11月26日 07:30-13:0010kV
光和线 文礼村58319台区

11月26日 07:30-13:0010kV
江海线 双桥村51722台区

11月26日 07:30-13:3010kV

新马线 金中3#公配、电灌站公配
11月26日 07:30-13:3010kV

新马线 党校公配、玩具厂公配、电
大公配

11月26日 08:00-12:0010kV
东金线 双楼村10467台区

11月27日 07:30-13:0010kV
双浩线 双桥村11883台区

11月27日 07:30-13:0010kV
文贤线 海坝村55026台片

11月28日 07:30-13:0010kV
双浩线 双桥村51485台区

11月28日 07:30-13:0010kV
园苑线 进 鲜 港 村 55215 台 区、
10415台区、沙场专变、威海建材等
用户

11月28日 07:30-14:0010kV
香台线 马 岸 村 11321、56392、
11322、56391、盛阳养殖等用户

11月28日 08:00-12:0010kV
张通线 张芝山居委会、美丽思纺
织、盛艺园、康恒金属、大唐彩印、瑶
宸纺织、邦尔妮纺织、陈惠平、振鼎
金属制品厂、包春娟、爱尔嘉纺织、
陶胜昔、沈忠金属、惠弘、陈坚家用
纺织厂等用户

11月29日 07:30-13:0010kV
双浩线 双桥村51787台区

11月29日 08:00-12:0010kV
庆丰线 平和村、路灯变、金旭金
属、剑烽机械、协安金属、鹏盛塑胶
制品、特盛纺织、世富家用纺织品、
洪远无纺布、仙霖模塑、国科实业、
惠德成包装等用户

11月30日 08:00-12:0010kV
锋东线 永安村、路灯管理所、锭银
纺织、唯俊织布厂、亚涛塑料、陆胜
超、陈亚新制药厂等用户

停电通知

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以下简称“两业融合”）顶层设计方
案正式出炉。日前，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15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
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15个部门将推出 30项举措促
进两业融合，消费品工业、汽车制
造、装备制造业等相关产业迎来利
好。

《实施意见》从培育融合发展新
业态新模式、探索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融合发展新路径、发挥多元化融
合发展主体作用、保障措施等四大
方面提出了具体30项举措。

在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方面，《实施意见》梳理提出了 10种

发展潜力大、前景好的典型业态和
模式，包括推进建设智能工厂、加快
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推广柔性化
定制、发展共享生产平台、提升总集
成总承包水平、加强全生命周期管
理、优化供应链管理、发展服务衍生
制造、发展工业文化旅游以及其他
新业态新模式等。

在探索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融合
发展新路径方面，《实施意见》针
对制造业重点行业、服务业重点领
域，提出了加快原材料工业、消费
品工业、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等
重点行业双向融合发展的10项可能
路径。

例如，推动消费品工业和服务
业深度融合方面，提出注重差异化、

品质化、绿色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
品工业服务化升级。以服装、家居
等为重点，发展规模化、个性化定
制。以智能手机、家电、新型终端等
为重点，发展“产品+内容+生态”全
链式智能生态服务等。

完善汽车制造和服务全链条体
系方面，提出加快汽车由传统出行
工具向智能移动空间升级。推动汽
车智能化发展，加快构建产业生态
体系。加强车况、出行、充放电等数
据挖掘应用，为汽车制造、城市建
设、电网改造等提供支撑。加快充
电设施建设布局，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和领域探索发展换电和电池租赁
服务，建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
体系。规范发展汽车租赁、改装、二

手车交易、维修保养等后市场。
此外，《实施意见》 还提出，

发挥多元化主体作用。发挥产业链
龙头企业、行业骨干企业、专精特
新中小微企业、平台型企业和机构
等重要作用，释放各类主体融合发
展潜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
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指
出，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融合发展仍然存在范围不够广、程
度不够深、水平不够高等问题。建
议进一步改革创新、扩大开放、优化
环境，支持、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探
索“两业融合”新业态新模式新路
径。

（来源：经济参考报）

15部委30条力促“两业融合”
多行业迎利好

雅虎日本的运营公司Z控股公
司与日本最大移动社交网络服务商
LINE日前宣布，双方已就合并事宜
达成基本一致，拟于今年12月签署
最终协议，并在2020年10月前完成
合并。

雅虎日本是日本最大门户网
站，除了提供搜索、新闻、电子邮件
等服务，还开展网购、移动支付和拍
卖等业务，目前在日本拥有约 5000
万用户。其运营公司Z控股公司的
母公司为日本移动通信运营商软银
公司。

LINE与中国的微信相似，其聊
天软件在日本社交软件领域占有压
倒性份额，拥有约 8000 万用户。

LINE的母公司是韩国互联网服务
公司“领航员”公司。

雅虎日本和 LINE在日本的网
购、移动支付等领域互为竞争对手，
特别是自去年以来，双方为了在移
动支付领域抢占先机，竞相推出各
种优惠活动吸引用户，展开角逐。

据悉，雅虎日本与LINE完成合
并之后，将拥有过亿用户，主要业务
将聚焦于人工智能、电子商务、互联
网金融、移动支付等领域。

不过，即使最终协议按计划签
署，这一合并案仍需获得日本公平
交易委员会的批准才能实现。

（来源：新华网）

今年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稳
行急。近日，证监会发布了《H股
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申请“全流
通”业务指引》，宣布全面推开H
股“全流通”改革。

据证监会披露，“全流通”全
面推开主要涉及以下变化：一是
总结试点期间好的做法，形成规
则制度，并以业务指引的形式加
以明确；二是不再对公司规模、行
业等设置限制条件，在满足外资
准入等管理规定的情形下，公司
和股东可自主决策，依法依规申
请实施“全流通”；三是不设家数
限制和完成时限，按照“成熟一
家，推出一家”的原则有序推进。

对此，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
研究员何南野对记者表示，H股
全流通，将扩大H股公司可流通
股份规模和市值，增强港股市场
的吸引力，促使更多境内公司赴
港股上市。

“当前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
入到深化改革的时期，通过更大
程度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加境
内资本市场从业机构数量，强化
市场的竞争程度，促使境内证券
投资机构不断提升自己，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与此同时，更大程
度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丰富资本
市场创新投资工具，让资本市场
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得到更大程
度的发挥，推动打造一个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资本市场。”何南野如
是说。

在H股全流通改革全面推开
之后，还有三项对外开放政策即
将在年底前落地。证监会主席易
会满在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下一步，证监会将修订QFII、RQ⁃
FII制度规则，进一步便利境外机
构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尽早全
面推开H股全流通改革，研究扩
大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研
究制定交易所熊猫债管理办法，
更加便利境外机构发债融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
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记者表
示，对外开放政策逐一落地对A
股市场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方
面是市场投资结构的改变，另一
方面是市场投资理念的改变。

何南野认为，对外开放政策
的不断落地，将使得国内资本市
场更加开放和包容，既可以吸引
更多的增量资金参与投资境内A
股市场，又可以为A股市场带来
更多成熟的机构投资者群体，从
而在资金上和投资者结构上对A
股市场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与此
同时，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有利
于吸引境外券商投行及高端人才
参与境内资本市场投资建设，加
快国内资本市场的创新和国际化
步伐。

谈及下一步我国资本市场还
应完善哪些措施以更好地面对国
际市场，何南野表示，一是强化法
律制度建设，实现资本市场的法
治化、规范化发展。二是提高境
外资金和投资机构出入境内的便
利性，降低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
证券市场的门槛和限制条件，减
少复杂的审批备案程序。三是加
强对风险事件的监控、预警和处
理，防范因对外开放而出现的各
类风险。

（来源：证券日报）

据韩媒报道，第 11次韩美防卫
费分担协定第三轮谈判，从 18日开
始在首尔举行，为期两天。预计双
方以第二轮谈判结果为基础，就更
具体的防卫费分担额进行协商。此

前两次会议上，韩美双方立场难达
共识。

韩国防卫费分担协商大使郑恩
甫和美国国务院高级助理詹姆斯将
作为首席代表，于 18日在韩国东大

门区韩国国防研究院举行非公开会
议，讨论防卫费分担金规模等问题。

韩美代表团将以 9月首尔第一
次会议和10月夏威夷第二次会议上
所确认的各自立场为基础，进行正
式的差距调整。詹姆斯在此次会议
之前，还于11月5日至8日访问了韩
国，了解韩国舆论。

此前，美国要求韩国 2020年承
担的防卫费分担金达 50亿美元，比
2019年分担金增加400%。

另外，在 15日韩美年度安保协
议会(SCM)结束后举行的两国国防
长官共同记者会上，韩美之间悬殊
的立场差距也暴露无遗。

据悉，美方认为，应该制定防卫
费分担系统的新框架。而韩国坚持

认为，不能脱离以劳务费、军事建设
费、军需支援费等三个范畴来确定
驻韩美军驻扎费用的现有协商框
架。要以合理、公平的防卫费分担
为原则。

另一方面，韩国国内甚至向国
会提交了敦促韩美防卫费分担金协
商达成公正协议的决议案。

据此前报道，韩美自 1991年签
署首份防卫费分担协定以来，迄今
为止共签署 10份协定。根据 2019
年 3月签署的第 10份协定，韩方承
担的防卫费为 1.0389万亿韩元(约
合 8.7 亿 美 元)，较 2018 年 上 升
8.2%。协定有效期截至 2019年 12
月31日。

（来源：新华网）

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政府
确认，至少 241名极端主义组织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成员及其
家属过去3天在这一省份向阿富
汗政府军投降。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
道，阿富汗政府军东部分支近期
经由社交媒体发布照片和视频，
显示一群男子、妇女和儿童挤在
一起，自称是“伊斯兰国”武装人
员及家属。

阿富汗政府军在一份声明中
说，政府军近期对“伊斯兰国”发
起攻势，找到并摧毁他们的藏身
处。投降人员交出包括手榴弹、
突击步枪在内的武器以及无线电
通信装置和摩托车。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
2015年宣布设立，发动多起针对
什叶派穆斯林的袭击，一些时候
与塔利班争夺地盘。这一极端组
织今年8月对首都喀布尔一座婚
礼礼堂发动自杀爆炸袭击，致使
超过60人丧生。

“伊斯兰国”前头目阿布·贝
克尔·巴格达迪10月26日在叙利
亚西北部美国军队的行动中自杀
身亡。那以后不久，楠格哈尔省
省长发言人阿陶拉·霍吉亚尼告
诉路透社记者，“伊斯兰国”阿富
汗分支势力渐微，巴格达迪的死
讯打击这一分支，预期更多人会
投降。

（来源：新华网）
2019年 11月 7日，南通市通

州生态环境局就我公司危险固废
与一般固废混合存放，未分区分
类贮存的行为进行了查处，对此
我公司认真反思，深刻认识到环
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是每个企业应
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此，就我公司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有关规定的行为向社会公

开致歉，我公司郑重承诺：将严格
遵守国家相关环保法律规定，认
真履行环保行政处罚决定，全面
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确保各
项环保工作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
定。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南通勃发钢管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公开致歉书

雅虎日本和社交应用巨头LINE计划明年合并

韩美防卫费分担协定第三轮谈判将开启
或难达共识

H股“全流通”改革全面推开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稳行急

数百“伊斯兰国”成员及家属
在阿富汗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