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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方便
群众反映诉求，现将 2020 年 7月
份入驻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开展
联合接访的部门和时间安排公示
如下：

一、接访时间

上午9：00-11：30

二、接访地点

无锡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内
（太湖新城和谐道1号）

三、日程安排

1、星期一至星期五：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公安局

2、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市
纪委监委机关、市自然资源规划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3、星期一、星期三：市教育局
4、星期二、星期四：市城管局
5、星期二：市生态环境局
6、星期三：市人大办公室、市

司法局
7、星期四：市民政局、市卫生

健康委
8、星期五：市人民检察院、市

地方金融监管局
9、7月21日（星期二）：市农业

农村局、市国资委
10、7月14日（星期二）：市交

通运输局
11、星期一、星期四：律师开展

法律援助、义务提供咨询

无锡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7月
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各进驻部门接访安排

地 区 江阴市 接访地点：市矛调中心 宜兴市 接访地点：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日 期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7月2日（星期四） 张国兴 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人防、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管理、公共资源交易方面工作 余俊慧 负责宜兴市委组织部工作，分管人才、干部培训工作，协助周中平同志分管机关党工委、老干部工作
7月9日（星期四） 邵文松 主持江阴市委组织部工作，负责组织、人才、干部培训、公务员管理、机关党务工作，分管 储红飙 环境保护、卫生和计生、旅游、文化、版权、文化遗产保护、广播电视、对口支援方面工作

党建、机构编制、老干部、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工作

7月16日（星期四） 王庆春 主持江阴市公安局全面工作，负责信访方面工作 邱少波 负责宜兴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和监察委工作
7月23日（星期四） 费 平 负责江阴市政府常务工作，分管发展改革、重大项目、社会信用、能源、粮食、物资储备、 何晓进 负责宜兴市政府常务工作，分管市政府办公室、政策研究、政务公开、机关事务、金融监管、安全

军民融合、自然资源、林业、应急管理、统计方面工作 生产和应急管理、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发展改革、重大项目、社会信用、能源、工业和信息化、大
数据管理、统计、科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供电工作以及与市人大、市政协的联络方面工作，协
助分管财政、税务方面工作

地 区 梁溪区 接访地点：区信访局 锡山区 接访地点：区信访局
日 期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7月2日（星期四） 李先光 负责水利、国有资产监管、大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生态环境方面工作 窦 虹 负责区委组织部工作
7月9日（星期四） 陈锡明 主持区政协全面工作，协助秦咏薪同志分管改革工作，负责联系协调街道工作、社会治 蒋文伟 负责司法、政府法制、信访、社会稳定方面工作

理、社区管理、双拥、法治工作
7月16日（星期四） 夏 琰 负责教育、司法、民族宗教、侨台、妇女儿童、档案、史志方面工作，协助分管人力资源、社 李 江 负责区政府常务工作

会保障工作
7月23日（星期四） 张 莉 主持区委宣传部工作，负责意识形态、宣传、文明创建、新闻出版、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文 吴伟君 负责科技、工业和信息化、民营经济、市场监管、知识产权、邮电通信方面工作

化、体育、旅游工作
地 区 惠山区 接访地点：区信访局 滨湖区 接访地点：区信访局 新吴区 接访地点：区信访局
日 期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7月2日（星期四） 吴 燕 负责区政府常务工作和发展改革、重大项目、应急管理、统计、 钱锡忠 公安、社会综合治理工作 王颐然 负责人武部工作
税务、金融监管、保险、企业上市、行政服务、政务公开、公共
资源交易、粮食及物资储备、经济协作、对口支援、军民融合
方面工作，协助分管国有资产监管工作

7月9日（星期四） 范 良 负责教育、民族宗教、文化、旅游、体育、卫生健康、工会妇女 陈 虎 农业农村、水利建设等工作 焦夕莲 主持纪委、监委工作，负责纪委、监委、巡察和机关作风效能建设等工作，分
儿童方面工作 管巡察办

7月16日（星期四） 孟 栋 负责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大数据管理、民营经济、重点园区、 吴雄刚 协助分管卫健、文体、教育、旅游工作 吴胜荣 主持组织部、总工会工作，负责组织人事、人才、老干部、考核、农业农村等
市场监管、社会信用、能源、通信方面工作，协助分管应急管 工作，协助蒋敏同志分管党建、干部、机构编制工作，分管编办、党校、共青
理工作 团、妇联、机关工委

7月23日（星期四） 何国清 负责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人防、市政、城市 郭 凯 科技科研、生物研发工作 田 丰 负责科技镇长团综合协调工作，协助朱晓红同志分管科技人才工作，协助
管理、交通运输、创建、拆迁、水利、河长制方面工作，协助分管 钱前同志分管市场监管工作
城乡规划工作

2020年7月各市（县）区党政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
接访时间：上午9：00-11:30

接待地点:太湖新城和谐道1号 接访时间：上午9：00-11:30
部 门 日 期 领导姓名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7月8日（星期三） 徐丽华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7月22日（星期三） 何跃平
市卫生健康委 7月9日（星期四） 朱国富
市司法局 7月15日（星期三） 魏晓晗
市民政局 7月16日（星期四） 解建华

部门领导在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接待安排

2020年7月市有关部门党政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

接待地点:太湖新城和谐道1号 接访时间：上午9：00-11:30
接待日期 领导姓名

7月22日（星期三） 徐竹芃

涉法涉诉中心接待安排

接访时间：上午9：00-11:30
日期及领导姓名

7月2日（星期四） 7月16日（星期四）
市人民检察院 崇宁路11号 张 媛 苟小军
市公安局 高浪路58号 缪小展 胡 晓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瑞路2号 韩 永 邢瑞莱
市生态环境局 周新东路123号 金 路 严戈明
市城管局 湖滨路653号 龚胜利 舒 敏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中南西路280号 常亚敏 韩富才

7月1日（星期三） 7月15日（星期三）
蒋 飞 弓建明

其他部门领导接待安排

部 门 接访地点

市中级人民法院 崇宁路50号

接待地点: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梁溪区崇宁路19号） 接待时间：上午9：00-11:30
接待日期 领导姓名

7月8日（星期三） 刘益良

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接待安排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信息通达全无锡

信息集中 分类明细 服务大众 欢迎刊登

服务类（个人）：50元/行 · 公告类：60元/行（注销、减资除外） · 非个人信息类：500元/次 · 正文12字/行

报业大厦：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二街1号（海岸城旁）

服务电话：81853027、13961806872 QQ : 1556902204
城中服务地址：无锡市学前东路1号
服务电话：80500110、13812290098 QQ : 495430296

收款单位：无锡报业发展有限公司日报传媒分公司

收款账号：29010188000154522
开户银行：江苏银行无锡分行营业部

无锡日报社未在任何搜索网站开辟刊登广告的网页、广告信息等相
关业务受理渠道。有此需求的读者请认准无锡日报上刊登的业务联系方
式，勿通过网站搜索查询登报事宜，以免上当受骗。

未经无锡日报社授权刊登广告信息的各类搜索引擎网站必须立即停
止受理无锡日报广告及信息类业务。无锡日报社将保留追究侵权责任方
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力，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侵权责任方承担。

特此声明。
无锡日报社

声 明

起重机械专业维保
无锡泰源机器制造有限

公司是无锡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布从事起重机械专业维保
的备案企业，现竭诚为大家
提供一流的服务。联系人：
孙先生：13861701369
韦先生：13771099580

遗失启事
·新区特利源装饰装潢材料
经营部遗失财务章、法人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滨湖区高运汽车维修服务
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3020028103401，声
明作废
·梁宵遗失居住证3202035
10101201705081526001

·无锡市鑫浩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汽车道路运输证2份，苏
BB0912（黄）锡20000775、
苏B6283挂（黄）锡200007
76，声明作废
·南长区鑫淼通信器材经营
部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南长区鑫淼通信器材
经营部（注册号：320203600
112360）编号为：32020300

0200904140016的营业执
照正本一张，编号为：32020
3000200904140020的营
业执照副本一张，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人保承保的苏
BS570M汽车商业险，保单
号PDAA2019320200003
70101，32001903218536
·宋建林遗失无锡市崇安寺
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具的皇31

11-3117、3119-3120、312
1押金收据编号4416521金
额105000元，声明作废
·无锡汇款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苏BB8072汽车道路运输
证苏交运管锡字06325182
号，声明作废
·新吴区钇雨江建材经营部
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新吴区钇雨顺建材经营部
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朱钰澄遗失无锡蠡湖花都
置业有限公司票据5000元
诚意金，编号：JFWXSOHO0
000336废
·马盈秋遗失无锡蠡湖花都
置业有限公司票据1万元诚
意金，编号：JFWXSOHO00

00459废
·陈香兰遗失无锡蠡湖花都
置业有限公司票据1万元诚
意金，编号：JFWXSOHO00
00195废
·遗失李子锐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320359050，声明作
废
·华九红遗失工程师专业技
术资格证，证号320102701

026289，发证日期：一九九
九年八月，声明作废

声明
无锡市堰桥镇腾飞木业

经营部于2020年6月29日
起启用新公章，原公章同时
作废。特此声明。
无锡市堰桥镇腾飞木业经营部

2020年6月30日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公
安部、农业农村部29日在京召开会
议，部署开展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专项整治行动，要求依法惩戒破坏水
生生物资源行为，坚决遏制长江流域
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确保长江流

域禁捕取得扎实成效。
公安部副部长林锐要求，沿江地方

和长江航运公安机关要切实增强责任
感紧迫感，组织开展为期三年的打击长
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以“零
容忍”态度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犯

罪，坚决斩断非法捕捞、运输、经营的地
下产业链，侦破一批非法捕捞犯罪案
件，打掉一批职业化团伙化犯罪网络，
整治一批非法运销捕捞器具、渔获物窝
点，形成强有力严打高压震慑效应。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指出，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点面结合、统筹
推进、精准打击非法捕捞；根据渔业资
源、渔船、渔民的流动性特点，进一步
建立健全部门协作、联合执法、流域联
动、交叉检查等机制，彻底斩断非法捕
捞、运输、销售等利益链。

零容忍！严打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专项行动为期三年，坚决斩断非法捕捞、运输、经营地下产业链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
者29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我国将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
策延长到今年年底，推动降低企业生
产经营成本。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的通知明确，自2020年7月1日起
至12月31日止，延续阶段性降低除
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的，现执行一般工
商业及其它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力
用户用电成本政策。

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延长至年底

受长江中上游强降雨影响，进入三峡水库的水量持续增多。为腾出一定
库容迎接近期可能到来的洪水，三峡枢纽于6月29日上午开启两个泄洪孔，加
大下泄流量。这是三峡枢纽今年首次泄洪。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
者29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
总29日发出通知，针对当前已进入
防汛抗洪关键期，国家防总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全力防范山洪与
中小河流洪水，近期紧盯西南地
区和长江下游沿岸中小河流，督
促地方排查风险隐患，严密监视

强降雨落区，及时转移危险区人
员，全力避免人员伤亡；紧盯淮河
流域、太湖流域水情变化，严密监
视黄河、海河、松辽流域水情，紧盯
防范洪灾的“拦、分、蓄、滞、排”和
抢险救援等各项措施的实施，适时
提出防范应对意见，指导协助地方
开展工作。

当前进入防汛抗洪关键期
国家防总要求紧盯太湖流域水情变化

新华社德黑兰6月29日电
伊朗德黑兰市检察长迈赫尔29
日说，伊朗已要求国际刑警组
织逮捕涉嫌参与暗杀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
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36名美
国官员，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特
朗普。

迈赫尔表示，伊方已对涉嫌
参与暗杀苏莱曼尼将军的36名
美国政治和军事官员进行了调
查，他们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和进
行恐怖活动。

国际刑警组织尚未就此事作
出回应。

今年1月3日，苏莱曼尼在
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遭美军
空袭身亡。

涉嫌参与暗杀
“圣城旅”指挥官

伊朗要求
逮捕特朗普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6月 29 日
电 我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
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民用
飞机——C919客机，28日飞抵新疆
吐鲁番市（如图），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高温专项飞行试验。

现阶段，C919 客机开启多机
场、多区域协同试飞模式，全线进
入高强度、高效率、高质量飞行试

验阶段，以确保飞机各项性能符
合适航标准。其中，高温试飞是
民用飞机必须通过的一项极端气
候试验。

素有“火洲”之称的新疆吐鲁番
市，高温少雨，是全国有名的高温地
区之一。每年6月至8月，吐鲁番市
平均气温高于38摄氏度，高于40摄
氏度的天数在35天以上。

C919抵“火洲”高温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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