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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要求，全力做好道路客货运输安全监督管理工作，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经二季度召开警示约谈会取得显著成效后，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省应急管理厅综合
监管处联合召开了2020年三季度道路客货运输高风险隐患企业集中约谈会。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局对当前违章经营行为
较多、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较严重、动态监控考核排名靠后、违法和事故隐患较多的62家企业进行了约谈提醒，并对一季
度、二季度反复约谈、重复出现的企业做出重点警示。会上还就推进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等三个方面提出明确的要求。各地道路运输执法机构要严格督促被通报企业进行问题整改，对连续三个季
度被通报的高风险企业（徐州德信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常州市邦茂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江苏省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东明

县昌顺运输有限公司赣榆分公司、江苏盐阜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盐城市神龙运输有限公司）派驻工作组，按照《安全生产
法》进行安全整顿，消除安全隐患。全省各级道路运输执法机构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筑牢安全生产意识，以极端负责的精神
和极端认真的态度，抓紧抓细抓实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履行道路运输安全生产行业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强化安全意
识，压紧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各地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和运管机构要继续加大对辖区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监管
工作力度；要加强多部门协同联动，整体推进共同研究解决道路运输安全问题；要加强联合执法检查，形成高压态势，严厉打
击各类非法违法运输，严肃处理违法违章的驾驶员和企业。对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事故易发多发企业开展集中执法，强化车
辆动态监控等科技手段的应用，加强安全生产法执法，实施信用考核管理，完善考核通报和约谈机制，健全联合惩戒制度。

江苏集中约谈道路客货运输高风险企业62家

62家道路客货运输高风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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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无锡
无锡
无锡
无锡
无锡
徐州

企业名称

江苏南京长途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长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南京豪力旅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雅高风光旅游有限公司
南京锦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元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惠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锦硕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江阴公路客运有限公司
江阴市金马气体有限公司
无锡君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客运二队
无锡兴达客运有限公司
徐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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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徐州
徐州
徐州
徐州
徐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苏州
苏州
南通
南通

企业名称
徐州盛道运务有限公司
新沂市孟云运输有限公司
徐州群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德信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拓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韵祺运输有限公司
溧阳市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溧阳市金雷运输有限公司
常州瑶远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旺源气体有限公司
常州宇赛建材有限公司
常州市邦茂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嵩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世普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珑海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
南通宇瑞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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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南通

连云港
连云港
连云港
连云港
连云港
连云港
连云港
淮安
淮安

淮安

淮安
盐城
盐城
盐城

企业名称
南通汽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灌南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连云港仁庆物流有限公司
连云港丰厚物流有限公司
连云港远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连云港尚优捷物流有限公司
东明县昌顺运输有限公司赣榆分公司
淮安诺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盱眙捷安运输有限公司

盱眙县新马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淮安祥瑞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盐阜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市神龙运输有限公司
滨海宏远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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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盐城
盐城
盐城
盐城
扬州
扬州
扬州
镇江
镇江
镇江
泰州
泰州
泰州
泰州
宿迁
宿迁
宿迁

企业名称
滨海佳顺运输有限公司
滨海天益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海滨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东宇公路运输有限公司（公路客运）
江苏省扬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邦勤运输有限公司
扬州云海燃气有限公司
镇江民通客运旅游有限公司
江苏联成物流有限公司
镇江天浩运输有限公司
泰州圣杰运输有限公司
泰州鸿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泰兴市泰鸿运输有限公司
泰兴市泰石危险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宿迁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
沭阳远大物流有限公司
泗阳金通物流有限公司

资格预审公告
招标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招标编号

项目估算造价

招标内容、数
量、用途

投标人资格
要求

投标人项目经
理要求

公告时间

统一报名时间

资格审查时间

其他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91079部队

航材库房新建工程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WJGC202002
约490万元人民币

工程量清单范围内所有工
程（详见工程量清单）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二级及以上

房屋建筑工程二级及以
上注册建造师

2020年11月02日—2020年
11月06日

2020年11月06日
（上午9:00-11:30）
2020年11月06日

下午2：00

详见江苏政府采购网
www.ccgp-jiangsu.gov.cn

资格预审公告

招标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招标编号

项目估算造价
招标内容、数
量、用途

投标人资格
要求

投标人项目经
理要求

公告时间

统一报名时间

资格审查时间

其他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91079部队

文化活动中心改造工程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WJGC202003
约130万元人民币

工程量清单范围内所有工
程（详见工程量清单）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及以上

房屋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
注册建造师

2020年11月02日—2020
年11月06日

2020年11月06日
（上午9:00-11:30）
2020年11月06日

下午4：00

详见江苏政府采购网
www.ccgp-jiangsu.gov.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常州邦安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10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
2250.15万元,本金为2000.00万元。债务人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该债权由陆卫清、孙红芳提供担保，并以陆卫清、孙红芳名下位于太湖明
珠苑36幢乙单元302室房产以及常州自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通
江中路288-3-116号的房产和通江中路288号汽车车库提供抵押担
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
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
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1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1个工作日，如对
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刘维、陶洪
胜，联系电话：025- 52680912、025- 52680834，电子邮件：liu-
wei13@cinda.com.cn、taohongsheng@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市大丰支公司白驹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2320904001
许可证流水号：0249745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人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
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
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
询、投诉；经公司核保后打印保单；经
公司授权，从事家财险的查勘、理赔。

成 立 日 期：2002年08月07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通榆北路

10-2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盐城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0月22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台支公司富安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2320981007
许可证流水号：0249749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人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
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
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
询、投诉；经公司核保后打印保单；经
公司授权，从事家财险的查勘、理赔。

成 立 日 期：2002年08月07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富安镇双富居委会八组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盐城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0月29日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盐城监管分局批准，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据新华社电 知情人士1日披
露，英国“脱欧”后与欧洲联盟未来
关系谈判的渔业议题取得一定进
展，双方有可能在本月中旬前达成
协议。

两名欧盟人士说，欧英双方已
就欧盟渔民明年起在英国水域捕
鱼的准入权找到可能的解决方
案。方案将允许英方宣称重新掌
控领海、扩大英方渔民捕捞权，而
欧盟渔民不会即刻丧失捕捞配额，
具体配额留待晚些时候商议确
认。即便双方就配额仍有分歧，也
并不必然导致更广范围内的英欧

未来关系协议难产。
彭博社推断，渔业这一争议议题

如果得到解决，意味着英欧仍有可能
在先前设置的11月中旬最终期限前
达成未来关系协议。欧盟坚持协议达
成的前提之一是双方就渔业达成妥
协，使经济份额并不突出的渔业议题
成为谈判最大“路障”之一。

就渔业议题，欧盟内部立场最强
硬的是法国。不过，法国欧洲事务部
长博纳1日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他相信
可能“找到一个尊重双方利益的解决
方案”，对“数天或两周内”达成平衡双
方优先政策方向的协议“谨慎乐观”。

英欧未来关系谈判现利好

据新华社电 因贪污受贿等罪
名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的韩国前
总统李明博2日被押送至首尔东部
看守所开始服刑。

据韩国媒体报道，李明博当天
首先抵达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进行
身份确认等程序，之后乘坐检方提
供的车辆被送至看守所开始服刑。
鉴于前总统礼遇，李明博或被安置
在面积约13平方米的单间内。

10月29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
院）以贪污受贿等罪名，终审判处李明
博有期徒刑17年。法院还判处李明
博130亿韩元（约合7670万人民币）
罚金，追讨其犯罪所得 57.8 亿韩元
（约合3410万人民币）。

李明博生于1941年，2008年至
2013年任韩国总统，是继全斗焕、卢
泰愚、朴槿惠之后第四名遭刑事定罪
的韩国前总统。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开始服刑

新华社电 美国前防务承包商
雇员斯诺登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消息称，将申请俄罗斯国籍，从而获
得美国与俄罗斯双重国籍。

斯诺登写道：“在经历与父母长
期分离后，我和妻子不想再和我的
儿子分开，所以我们决定在边境封
闭的疫情期间申请获取美国与俄罗

斯双重国籍。”
斯诺登还写道，他和妻子仍将是

美国公民，他期待重返美国与家人团
聚的那一天。

据俄媒报道，斯诺登已在10月下
旬获得了俄罗斯永久居留权。斯诺登
和妻子目前居住在俄罗斯，他们的孩
子将于近期出生。

斯诺登称将申请俄罗斯国籍

53岁的帕特曼-托

马斯住在美国大选“摇

摆州”之一的艾奥瓦

州。今年以前的人生

里，她对投票从不上心，

属于民调机构所称的

“鲜少投票族”。

然而，10 月的一

天，帕特曼-托马斯现身

投票点提前投票。她

说，这一次自己的“投票

感迫切”，因为“想成为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今年是美国大选

年。新冠疫情政治化、

种族歧视系统化、党派

政治两极化这三大美国

政治社会新老问题缠绕

交织，为大选涂上难以

拭去的底色。

“疫情到底多严重，难道我
们无权知晓”

“我们在一条非常艰难的轨道
上……方向错误。”白宫冠状病毒应
对工作组成员、被舆论称为美国“抗
疫队长”的福奇几天前忧心慨叹。

美国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多州病
例呈现“无休止激增”态势。截至10
月31日，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逾
910万，累计超23万人死亡，均为全
球最高。

作为全球经济和科技实力最强、
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美国何以沦
为全球疫情重灾区？

答案或许能从美国抗疫“时间
轴”里找到线索：一些政客漠视民众
生命权和健康权，优先考虑选举政治
和资本利益，忽视第一时间收到的疫
情预警，贻误遏制病毒传播的黄金
期；随着疫情加重，他们不关注加强
防疫，反而一再将疫情政治化，频频

“甩锅”；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时，
他们又出于政治经济利益考量，无视
科学建议和专家警告，放松防疫措
施，导致疫情凶猛反扑……

这场饱受政治操弄的公
共卫生危机中，不少老年人
和儿童沦为牺牲品。养老
院成为美国新冠感染率和
死亡率最高场所之一；美国
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
近期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
疫情暴发以来，美国近80
万儿童确诊感染。

面对疫情悲剧，66岁
的家具销售员贝韦茨愤懑
发问：“疫情到底多严重，
难道我们无权知晓？！”

“每一天都像一道新伤口”

大选在即，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传
出的枪声再次引发抗议和骚乱，让美
国社会种族歧视的顽疾无处遁形。

几天前，两名警员与被指手持刀
具的非洲裔男子华莱士当街对峙，将
他射杀。死者家人说，华莱士有精神
疾病，事发时家人拨打911电话，意在
寻求医疗急救而不是警方干预。

从濒死哀求“无法呼吸”的弗洛伊
德，到被白人警察枪击后瘫痪的布莱
克，再到华莱士当街遭射杀……他们
的不幸既是美国长期系统性种族歧视
的结果，也是疫情下美国少数族裔苦
难加剧的缩影。

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美国非
洲裔家庭净资产为零或负数；非洲裔
在教育、工作中遭受普遍的歧视和欺
凌。由于大量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
从事更易感染病毒的工作，且难以获
得高质量医疗服务，他们的新冠感染
率和死亡率均高于白人……

英国《金融时报》感叹：“没有什么
比疫情下的生与死更能体现美国人的
肤色差异。”

对密歇根州非洲裔男子巴克斯代
尔而言，“每一天都像一道新的伤
口”。他的妹妹拉妮卡3月底感染新
冠去世，几个星期后，他开始自发组织
志愿者队伍，游说选民重视种族歧视
问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说我们已经
（在反种族歧视道路上）走了多远，但
如果你看看美国的现状，我们差不多
退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克斯
代尔说，“现在抗议的原因和那时一
样：为黑人的生命寻求保护、机遇、理
解和重视。”

“大选可能成为极端分子的触
发器”

前探员奥康纳10月为美国联邦调
查局新人上课时，专门提醒学员留意选
举前后美国国内极端分子制造袭击的威
胁。按他的说法，大选可能成为极端分
子的“触发器”。

奥康纳的担心源自政治极化撕裂美
国社会，程度之严重前所未见。

民主、共和两党近年就各自立场针
锋相对的情况愈演愈烈。疫情背景下，
这种精英层面的极化政治加速向社会层
面传导，加剧舆论和部分民众行为的极
化。右翼民兵团体“金刚狼守望者”不久
前密谋绑架两名民主党籍州长，即为政
治极化撕裂美国社会的又一例证。

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初发布报告
指出，据信为美国国内极端分子制造的
暴力事件去年导致48人死亡，比1995
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美国战略与国
际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美
国国内极端分子密谋和制造61起袭击
事件。

“美国的民主制度病了，它的免疫系
统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美国《华盛顿邮
报》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是世界上
极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种族、意识形
态、宗教和地理特性相互强化，加剧了党
派分歧，而不是提供替代的联系。……
制度的护栏正被侵蚀。”

选举尘埃落定后，试图找寻“解决方
案”的帕特曼-托马斯或许依然会有不
少问号：生活何时能彻底摆脱疫情阴霾
回归正常？美国社会是会继续“撕裂”，
还是重归团结？大选会给出一个结果，
却未必能给出答案。 （据新华社电）

新冠疫情·种族歧视·政治极化

2020年美国大选遭遇“三重门”

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向东地
中海派出的3艘油气勘探船原定
本月4日结束作业。不过，土方1
日又将作业期延长10天，招致希
腊方面谴责。

土耳其海军当天在国际航行警
告电传系统发布信息，宣布“奥鲁
奇·雷伊斯”号、“阿塔曼”号和“坚吉
兹·汗”号3艘勘探船将于本月1日
至14日在东地中海继续作业。

土耳其 8 月 10 日派“奥鲁奇·
雷伊斯”号赴东地中海海域作业并
派军舰护航，9 月中旬撤回勘探
船。由于土方船只作业区位于土耳
其与希腊和塞浦路斯争议水域，土
方勘探活动遭到希腊和塞浦路斯强
烈反对。

希腊外交部1日晚些时候回应
说，土方最新举动“无视国际法基本准
则”，是“非法勘探活动”。

土耳其再延勘探船作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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