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根食和物資情各局

端号:宇根函〔2020〕 227号

美子遂逸南京市市象成品根油

儲各承備企並的通知

江北新区姪友局、各区友政委 (根合和儲各局 )、 各有美企

立 :

力避一歩増張根食調控保供能力,規疱落実市象成品根

油倍各,根据 《江募省根食流通条 1711》 《江赤省地方政府倍

各根筐理亦法》《南京市市奴成品根油儲各管理亦法》要求 ,

現就倣好南京市市級咸品根油倍各承儲企立逃逸工作有美事

項通失口女口下 :

一、選逸承錯企立的儲各晶紳

倍各品紳包括大米、面粉禾口小包装食用油。

二、承儲企立透逸要求

成品枝油儲各企立地棒怪持本地仇先、科学布局、相対

集中、不1千泣魚的原只|。 承儲企立除満足本通タロ明碗的逃地

要求外,虚 作出以下承芳:除 緊急劫用外,承倍企立任何叶

点成品根油実物庫存不得気千承儲廿kl的 90%;成 品根倍各

不得以原根或者半成品根折合代春;承儲企立必須保江市根



食和物姿lib各局下迷倍各汁裁1接照相美要求落実至1位。本次

成品根油儲各力劫恣倍各,成 品根似承倍企立申扱汁え1数量

不得低千 500口t,小包装合用油似承儲企立申扱汁災1数量不

得低千 200「t。

三、承lit企立選逸条件

(一 )具有独立法人姿格 ;

(二 )具有符合国家技木規疱不口棒准的全儲没施浚各、

盾量栓淑1供器没各、安全生声条件及相泣的管理、栓詮技木

人員等 ;

(三 )幼 入仝市 “放′む根油"或根油鹿急保供回客 ;

(四 )成 品根カロエ企立原根日か能力在 100 rt以 上,成

品根流週企立完好庫容在 500 pt以 上 ;

(五 )変菅管理状況矛口信用汗介良好,近 3年 内元ミ法

姿菅t己 永 ;

(六 )執行国家根合流通坑サ+1度 ,接叶扱送根食流週

坑汁扱表。

四、承lit企並遂逸ェ作流程

本次逃逃釆取企立申扱、初常推若、信用常査、捧仇逃

捧、公示碗汰的方式避行。

(一 )企立申扱

申清承儲市須成品根油儲各的企立,接属地化原ス1子

11′月 25日 前向市、区根合行政管理部日提出申清。申清叶

提交以下材料 :



1.《 南京市市奴成品根油儲各承備企立申清表》 (附件

1);

2.企立自有企庫
～
カロエ能力的相美逓明文件 ;

3.姿信江明;

4。近期根食流通坑十扱表扱送江明文件 (国 根困裁圏);

5。 企立法人代表或主要負責人答字的承芳ギ (附件 2)。

以上材料需提交妖盾文本わ屯子文梢各 1分。

(二 )初 常推存

江北新区、江宇区、浦口区、六合区、深水区、高淳区

接照属地化原只1,由 区根合行政管理部日負責申扱常核井捧

仇推存承儲企立,共化区由市根食和物姿借各局負責申扱常

核。区根合行政管理部11需対申扱企並的企容和カロエ能力逃

行現場核共,11月 27日 下班前杵 《南京市市象成品根油儲

各承倍企並常核推若表》(附件 3)和企立相美材料扱市根食和

物姿倍各局。

(三 )信用常査

市根食和物姿儲各局杵初常推存的申扱企立名単,推送

信用管理部11逃行信用常査,以核査申扱企立近三年的信用

状況。根据信用常査錯果,対友生声重失信行力的企立取消

申扱姿格。

(四 )捧仇逃捧

市根食和倍各局成立自分管頷早力姐長,相美炎室負責

人力成長的逃逃小須,根据推存企立名単矛口信用常査結果 ,

召升逃逃小姐会洪集体研究,捧仇逃捧井接受妃栓監督。



(五 )公示晩汰

径集体研究,捧仇逃捧似承借企並名単后,在市友攻委

口堵逃行公示,公示叶同不少千 5企工作曰。公示元昇洪后 ,

碗定市坂成品根油儲各承借企立,井依据 《南京市市象成品

粗油儲各管理亦法》,答汀承儲合同,下迷儲各汁欠1。

五、相美要求

(一 )申 清企並泣対申扱材料的真実性負責。申清企立

在申扱辻程中提供虚仮材料,瑞取承倍姿格的,一径査実 ,

取消姿格,井決定力声重失信行力。

(二 )各 区根食行政管理部日接照通知要求,私象姐鉄

格区内相美企並逃行申扱,倣好宣借、常核、推若工作,井

接要求扱送有美材料。

附件:1.南京市市須成品根油倍各承儲企立申清表

2.南 京市市吸咸品根油儲各承儲企立守法流信承

港ギ

3.南 京市市象成品根油儲各承倍企立初常推存表

南京市



附件 1:

南京市市象成品根油備各承倍企立申清表

申扱企並 (蓋章):

狙須机杓代偶

法定代表人

企立癸別 (流通/加
工 )

流通:完好合容 (眈 )

加工: 日加工能力

径菅管理状況和信用
坪介情況

近3年内有元達法径菅
氾最

是否納入全市 “放心
根油"或根油度急保

供同絡

是否執行国家根食流通
銃汁制度,按吋扱送根
食流通銃汁扱表

企立合儲没施没各、
反量栓測侠器没各、
安全生声条件及相鹿
的管理、栓聡等技木

人員配各情況

申清承備数量 (眈 ) 承儲地点

其他需要悦明的情況

単位負責人 :



附件 2:

南京市市吸成品根油惜各承惜企立

守法減信承潜事

承芳市場主体銘称 :

坑一社会信用代褐 :

力象ナ公平尭争,規疱有序的市場秩序,菅造守法減信的姿
菅不境,本企立 (単位 )邦重作出女口下承労 :

一、提供的所有申扱資料均合法、真実、准碗不口有残,井対
所提供資料的真実性負責。

二、声格接照 《江募省根食流通条例》《江亦省地方政府儲
各根管理亦法》《南京市市坂成品根油儲各管理亦法》要求,依
法依規升展承儲活功,定期ilt行 安全栓査,秋板履行/il会責任。

二、保江市根食孝口物炎緒各局下迷儲各汁夫1接 照相美要求落
実至1位 ,除 緊急劫用外,任何叶点成品根油美物庫存不低子承儲
汁え1的 90%,戌 品根借各不以原根或者半成品根折合代春。

四、/格執行根食泣急萩末,市仮 日保持値班在関,碗保噛
泣迅速、凋用高数。

五、建立健仝反栓、銃汁、財券、
+1度 、 厳簿和台敗 ,倣 rll寺 人保管、
国家根食流通銃汁+1度 的要求,真実、
炎汁調査所需資料,扱送銃汁扱表。

六、自我釣末、自我管理,依法城信姿菅。自党接受各象政
府、行立姐鉄、社会公淡、新同典沿的監督,自 尽接受行政執法
部目的依法栓査。若友生辻法辻規行力,接受行政執法部日依照
有美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給予的行政炎蜀,井依法承担相泣的法
律責任。

保管、全儲和安全管理等

寺敗泥呆、敗実相符。接

准碗、完整、及叶地提供

年 日

承芳単位 :



附件3:

単位:(区根食行政管理部「可蓋章 )

南京市市象成品根油備各承fit企並初申推存表

年  月  日

企立名

称

是否具

各独立

法人

企並癸

別 (流

通/加
工 )

流通企

立
加工企立

是否具有符合国

家技木規疱和林
准的合儲没施没
各、反量栓沢J侠

器没各、安全生

声条件及相庇的
管理、栓聡技木
人員等

是否納入

全市 “放
′さ米良シ由"

或根油庇
急保供同

絡

径菅管
理状況
和信用
坪倫情
況

近3年

内有元
達法径

菅氾景

是否執行国家

根食流通銃汁
制度,按吋扱
送根食流通銃
汁扱表

申清

承儲

数量
(眈

)

是否
推若

完好合

容
(nt)

日加工倉ヒ
カ (眈 )

填扱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