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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无锡市公交集
团获悉，近日即将开通胡埭延伸至常
州雪堰桥的26路毗邻公交，在方便
苏南百姓的交通出行与人文交往的
同时，直接激活无锡市区与宜兴间的
武进雪堰桥地区，成为锡宜一体化建
设的有益补充。此外，本月中旬举行
的苏锡毗邻公交对接工作会一致同
意苏州市区与无锡市区、张家港与江
阴毗邻公交对接方案，除已试运行的
苏州83路公交外，张家港公交35路
延伸至江阴新桥客运站、江阴城镇公
交222路延伸至张家港李巷公交首
末站。数条苏锡常跨市毗邻公交的

开通，是苏南城市高水平互联互通的
重要表现，能够充分发挥“小公交、大
作用”的效应。不仅满足交界地区市
民互通出行的需求，还能促进未来苏
南区域经济的交流。

“以后周末就能带着家人到沿
线各个景点游玩，感觉特别方便。”
家住锡山区鹅湖镇的市民华文斌在
苏州公交83路延伸段试运行后已
经坐车前往苏州办了几次事。自
10月16日起，苏州公交83路延伸
至荡口古镇东大门，与无锡公交
708路、712路和810路实现无缝对
接。无锡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两座城市间的这条跨市毗邻
公交开通后将使人员往来更加密
切，未来文旅、产业工人资源互通将
更便捷。

83路公交由京沪高铁苏州北站
始发，由荡北路入无锡，在锡山设青
荡、鹅湖镇、新桥（荡口古镇）、荡口古
镇东大门等4个站点。荡口古镇东
大门首末班时间为7时30分到18
时，京沪高铁苏州北站首末班为6时
到16时30分，发车间隔为15-28
分钟。沿线有鹅湖玫瑰园、荡口古
镇、梁鸿湿地公园、漕湖湿地公园、
珍珠湖和花卉植物园等6个网红景

点，“以前就听说珍珠湖是苏州风景
秀美的小众景点，但因为没有直达
公交，一直没有成行。”华文斌说。
记者致电苏州公交公司83路相关
负责人获知，许多相城区居民在线
路试运行时就留言一定要到锡山荡
口古镇等景点“打卡”。锡山、相城
两地均人口稠密，在水乡文旅、现代
服务、工业制造以及高效农业等产
业领域十分契合，毗邻公交的开通
将进一步使两地的优势产业交相辉
映。公交线途经相城5个工业园区，
也为产业工人的合理流动创造了可
能。 （马悦）

数条线路开通让人员来往、资源互通更便捷

苏锡常毗邻公交一线牵

本报讯 创业初期资金紧张，是
几乎每一个创业者面临的难题。记
者昨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得到
好消息：我市推出的“富民创业贷”可
以为初出茅庐的创业者解决燃眉之
急。相关负责人介绍，富民创业贷是
在原创业担保贷款基础上推出的一
项重大措施，支持范围更广、贴息力
度更大。富民创业贷的支持对象为
无锡市行政区域内的全体城乡创业
者，包括外地户籍在我市创业人员。
其中包含了大学生——高校在校生、
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大学生村
官，以及本市户籍的失业人员、复员
转业退役军人、农民、化解过剩产能
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网络商户、就
业困难人员、刑满释放人员、返乡创
业农民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

前不久，刚刚大学毕业的林波准
备自己创业，虽然他有一个很好的创
业“点子”，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
伴，却苦于没有启动资金，“我家在外
地农村，父母亲根本没有能力支持我
创业，小伙伴们也没什么钱。”正当林
波苦恼之际，无锡人社部门的工作人
员给他指点迷津：可以去准备创业的
街道、乡镇人社部门办事网点申请富
民创业贷款。近日，林波的贷款申请
获得批准，拿到了30万元低息贷款，

“公司的初期资金有着落了，大家都
对未来信心满满。”如今，小林的企业
已经落户我市一家科技创业孵化基

地，即将扬帆启航。
记者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了解到，我市的创业贷款近年来对创
业者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放贷规模
持续增加，去年全年共发放了1.27
亿元，且增长势头十分迅猛。目前在
锡创业的全体城乡创业者符合条件
都可申请3年内最高金额30万元的
富民创业贷，雇佣6人以上的创业项
目最高申请金额可提高到50万元，
大学生、本市户籍失业人员、复原转
业退役军人、农民等重点创业者首次
申请可享受全额贴息，其他创业者首
次申请可享受半额贴息。

刚刚拿到贷款的创业者林波介
绍，富民创业贷申请十分便利，只需向
经营项目所在地的街道、镇人社所或
无锡人社网上服务大厅提出申请，由
人社所和网上大厅对创业者的人员身
份进行审核即可。创业者可以自行选
择担保贷款模式和银行直贷模式。担
保贷款模式是由担保机构在规定时间
内对创业者进行综合评估与材料审
核，并在创业者办理抵押后由经办银
行进行贷款发放的模式。银行直贷模
式相比于担保贷款模式，取消了担保
公司的介入，由经办银行直接对创业
者进行综合评估与材料审核，大大缩
短了经办时间。相关负责人说，富民
创业贷即将推出网络申请方式，创业
者将可以在江苏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上在线申请，更加方便快捷。 （赵晖）

在锡创业

最高可享50万元贷款

为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民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提高选
人用人公信度，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市委
常委会研究决定，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
前公示：

范良，现任惠山区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男，1969年1月出生，汉族，大学
学历，江苏无锡人，1991年8月参加工
作，1994年6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正
处职干部。

吴立刚，现任惠山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男，1967年2月出生，汉族，中
央党校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1986年
8月参加工作，1989年4月入党。拟任
市级机关正处职干部。

宗春燕（曾用名：宗春艳），现任市
纪委监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一
级主任科员。女，1980年2月出生，汉
族，研究生学历，江苏宜兴人，2004年8
月参加工作，1999年12月入党。拟任市
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钱昱良（曾用名：钱玉良），现任市
纪委监委第七审查调查室副主任（主持
工作）、四级调研员。男，1965年8月出
生，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江苏宜兴
人，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
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
期一年。

茅春荣，现任市委宣传部文化发展
改革处处长。女，1977年3月出生，汉
族，研究生学历，安徽怀远人，1999年8
月参加工作，1998年6月入党。拟任市
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朱敏，现任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
长。男，1979年11月出生，汉族，大学学
历，江苏无锡人，2000年8月参加工作，
2006年6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
干部，试用期一年。

朱琳，现任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
工委综合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女，
1979年10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
苏无锡人，2000年 11月参加工作，
2005年11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
职干部。

叶长渭，现任市委编办综合处处
长、一级主任科员。男，1971年10月出
生，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福建三明
人，1990年12月参加工作，1992年1
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

陆晋红，现任市政协办公室老干部
工作处处长。女，1974年5月出生，汉
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江苏无锡人，
1992年9月参加工作，1994年3月入
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

单婷婷，现任市政府办公室信息处
处长。女，1977年3月出生，汉族，省委
党校研究生学历，江苏无锡人，1999年
7月参加工作，2009年6月入党。拟任
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钟渊，现任市商务局对外贸易处
（进出口公平贸易与产业安全处、市机
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处长（主任）、一
级主任科员。男，1976年7月出生，汉
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1997年7月
参加工作，2003年9月入党。拟任市级
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张赟，现任市委办公室组织人事处
处长、一级主任科员。男，1975年12月
出生，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云南
洱源人，1993年8月参加工作，1995年
12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
试用期一年。

陈彬，现任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人事
处处长。男，1972年7月出生，汉族，大
学学历，安徽滁州人，1990年12月参加
工作，1994年6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
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夏志伟，现任滨湖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党委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区大数
据管理局局长（兼）。男，1977年3月出
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1995
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7月入党。拟
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张健峰，现任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
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男，1971年1月
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
1995年8月参加工作，2000年12月入
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
一年。

徐晓东，现任市信访局人民来访接
待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男，1972年
12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如皋
人，1990年12月参加工作，1993年6
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
用期一年。

周彬，现任市科协普及部部长、一
级主任科员。男，1968年10月出生，汉
族，大学学历，湖南湘乡人，1991年7月
参加工作，1997年5月入党。拟任市级
机关副处职干部。

王晓，现任市广电集团（台）党政办
主任、组织人事处（人力资源部）处长
（主任）、工会主席。男，1979年2月出
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2002
年8月参加工作，2002年4月入党。拟

任市直属事业单位副处职干部，试用期
一年。

张砺繁，现任无锡广新影视动画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男，1973年4月出
生，汉族，大学学历，上海人，1993年7
月参加工作，1993年1月入党。拟任市
直属事业单位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
年。

韩杨，现任市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
长。男，1980年3月出生，汉族，大学学
历，江苏无锡人，2002年8月参加工作，
2002年6月入党。拟任市（县）区委常
委。

赵宏，现任市公安局无锡经济开发
区分局分局长、党组书记、一级警长。
男，1971年3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
江苏无锡人，1990年6月参加工作，
2000年8月入党。拟任省级开发区党工
委委员，试用期一年。

朱正瑜（曾用名：朱建良），现任滨
湖区城市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兼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男，1969年10月
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
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6月入
党。拟任省级以上开发区副处职，试用
期一年。

吴俊芬，现任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党工委（新吴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女，
1977年4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江苏宜兴人，2000年8月参加
工作，1998年11月入党。拟任国家级开
发区内设机构副处职，试用期一年。

钱韵，现任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党工委（新吴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女，
1979年11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江苏无锡人，2002年8月参加
工作，2000年9月入党。拟任国家级开
发区内设机构副处职，试用期一年。

范忠良（曾用名：范仲良），现任无
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新吴区
委）统战部副部长。男，1965年8月出
生，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江苏盐城
人，1982年11月参加工作，1997年6
月入党。拟任国家级开发区内设机构副
处职，试用期一年。

封雷，现任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新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党组书记、局
长。男，1968年12月出生，汉族，大学学
历，江苏泰兴人，1987年10月参加工

作，1990年12月入党。拟任国家级开发
区内设机构副处职，试用期一年。

包旭东，现任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
记、副局长。男，1969年6月出生，汉族，
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1991年8月参
加工作，2000年12月入党。拟任国家
级开发区内设机构副处职，试用期一
年。

郁江，现任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综合保税区管理局党工委委
员、副局长。男，1975年12月出生，汉
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1998年8月
参加工作，1998年3月入党。拟任国家
级开发区内设机构副处职，试用期一
年。

陈学军，现任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男，1967
年5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浙江天台
人，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1月
入党。拟任市属国有企业总裁。

邹洪芬，现任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党
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女，1969年11月
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
1991年8月参加工作，1997年12月入
党。拟任市属高校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经市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定，对
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姚伟荣，现任江苏省宜兴中学党委
副书记、副校长（主持工作）。男，1964
年6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宜兴
人，1988年8月参加工作，1996年9月
入党。拟任基层副处级事业单位正职，
试用期一年。

阙尧尧，现任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科技创新促进中心副主任（主持日
常工作）。男，1977年5月出生，汉族，大
学学历，江苏无锡人，1999年8月参加
工作，致公党党员。拟任基层副处级事
业单位正职，试用期一年。

顾小军，现任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男，1978年5月出生，
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泰州人，2000年8
月参加工作，2006年11月入党。拟任市
属国有企业副总裁，试用期一年。

公示时间为：2020年10月27日至
11月3日。对公示对象有何反映，请于
公示期间与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联
系。联系电话：0510-12380，0510-
81820861。联系地址：无锡市观山路
199号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
214131）。

中共无锡市委组织部
2020年10月27日

干 部 任 前 公 示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省、市
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相关条例，
聚焦见义勇为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社会化、现代化建设奋进目标，努力
推动全市见义勇为工作高质量发展，
10月27日，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
保护工作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市义工委主任刘
必权出席会议并讲话。

刘必权指出，近年来，全市义工
委各成员单位和广大见义勇为工作
者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牢牢把

握贯彻落实省、市奖励和保护见义勇
为人员相关条例这一主线，扎实抓好
见义勇为表彰奖励、宣传引导、优抚
保障和基层基础建设各项工作，取得
了新的发展进步。

刘必权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大局观念，努力推动新时代见义勇
为工作开创新局面；聚焦重点任务，
强化责任意识，努力推动新时代见义
勇为工作取得新作为；加强统筹协
调，强化担当精神，努力推动新时代
见义勇为工作实现新发展。（张子秋）

推动全市见义勇为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为本土企业打通畅通的空
中物流通道，满足市民在新型消费模式
下享受到更便捷的“全球购”。昨天，无
锡市交通运输局、无锡市邮政管理局和
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合作签约，合力
打造我市航空货运（快件）枢纽。

此次的合作，三方将打通职能界限，
继续发挥国际邮件的重要通道作用，通
过“邮关、商关、跨境”三关合一模式，实
现“买卖全球、货通全球”。机场集团推
进区域性航空货运枢纽机场建设，在稳
定欧美货运航线的基础上，引进东南亚
货运航线，同时启动远程货站建设项目，
力争将国际货运航线产品推介到园区，
把货站收运的服务前置到企业。交通部
门将完善机场及周边运输体系规划和建
设，加强陆、铁、空多种交通方式的有效
衔接，探索多市联运模式，打造快速通达
全国的多样式通讯能力的货运集散能
力。

据悉，我市还将引驻一批优质航空
物流和国际快递企业，将空港打造成为
无锡跨境电商发展的主阵地。

（周茗芳、见习记者 崔欣润）

为本土企业打通
空中物流通道

三方合力打造航空货运枢纽

根据市人大代表对河道治理的建议，27日，尤渡社区向辖区第5网格内凌巷浜河投放锦鲤、白鲢、鲫鱼等鱼苗
1000余尾，改善修复河道生态环境，为网格内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近年来，尤渡社区着力做好河道生态保
护、修复、提升三篇文章，不断夯实“五水共治”建设基础。 （吕枫 摄）

上接第 1 版>>>要把民族事务治理
作为市域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做好
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
加强法治宣传和依法治理，建好用
好联席会议等机制，助力推动我市
民族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听取全国和全省政法领域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全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推进会精神及我市贯彻
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强调，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细化
任务举措，着力健全政法系统内部
制约监督机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探索建立常态长效机制，加快改革
和建设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确
保执法司法每个环节、每项活动都
在有边界、有约束的环境中进行，始
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市、区两
级党委政法委要进一步推动完善

“协管”“协查”等制度机制，相关部
门要抓好各项改革任务推进落实，
加强督导检查，加快智能建设，及时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
的成效。当前已进入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要围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战决胜、绩效
领跑”的目标，强化政治意志、政治
立场、政治担当，持续加大攻坚力
度，严把办案质量关、严守工作进度
表，全力以赴打赢“六清”行动冲刺
攻坚战，确保专项斗争取得全胜。

会议审议通过推进基层党建新
一轮三年规划。会议强调，全市各

级党组织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
高度，认真抓好组织实施，为全市改
革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一要在
织密“组织网”上持续聚力用劲。坚
持不懈地抓基层、打基础、强基本，
着力加强各领域党建工作，进一步
解决好基层各类短板问题，厚植党
的执政根基。二要在配强“领头羊”
上持续聚力用劲。以村（社区）“两
委”换届为契机，着力把优秀党员选
拔到书记岗位上来，团结带领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在重大任务上冲锋在
前、攻坚克难。三要在打造“金招
牌”上持续聚力用劲。深度拓展“红
梅花香”党建品牌内涵外延，更大力
度挖掘培育一批拿得出、叫得响的
基层党组织新标杆、新样板，更好带
动基层党组织建设。

会议听取关于我市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省级表彰推荐工作情况汇
报，原则同意表彰推荐名单，要求按
程序公示、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上
报省表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
求，全市上下要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杜绝松懈、麻痹、厌战思想，坚决
防止疫情反弹，坚决守护人民健
康。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鼓舞斗志、
担当作为，为无锡当好全省高质量
发展领跑者、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
新征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高美梅）

市委常委会召开第203次会议

上接第 1 版>>>以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指引推进党的建设，坚持党的绝对
领导，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战斗
力，坚持党管武装，深化双拥共建，服
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各项事
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以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指引激励担当作为，坚持发展
第一要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冲锋冲刺、决战决胜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动高质量发
展、实施高效能治理、打造高颜值城
市、创造高品质生活；以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指引锤炼斗争意志，在勇闯改

革“深水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抓好
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在不断赢得新胜利中开创发展
新局面、增创发展新优势。 (高美梅)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凝聚团结奋进强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