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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今年1月1日起，全市城镇污水
处理厂均执行我省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主
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近日，记者来到提标
改造工程新近通过交付验收的太湖新城污水处
理厂，探访厂区运行“新常态”。

“出水COD含量11.2mg/L，总磷0.15mg/L，
氨氮0.28mg/L，各项污染物指标都优于最新排
放标准。”指着监控大屏上的出水实时测定数据，
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厂长朱浴宇告诉记者。按
照省定最新排放标准，太湖流域一、二级保护区
内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中的COD（化学需氧量）
需降至40mg/L，总磷降至0.3mg/L，氨氮降至
3mg/L，整体主要污染物削减20%以上。太湖
新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完工以来近半年的试
运行数据显示，尾水中各项污染物含量均低于新

标限值。从市水务集团了解到，除太湖新城污水
处理厂外，公司其余下属芦村、城北两家污水处
理厂也已全部按照新标出水。

从市市政和园林局获悉，今年，我市计划开
工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增加5万吨/
日处理能力；城北厂今年将完成3万吨/日处理
能力提升的扩建工程，同时计划启动开建首期
10万吨/日处理能力的二厂。到今年年底，全市
将新扩建污水处理厂9座，新增污水处理能力超
过20万吨/日，相当于增加15%的现有污水处理
能力，为太湖流域水生态治理注入更多“源头活
水”。

值得一提的是，市区主要污水处理厂之间还
将建设联通管网，可在污水处理厂大中修、汛期
等特殊时期进行厂区间污水调度。目前，位于新

吴区的新城水处理厂和梅村水处理厂两大厂区
之间已建成联通管道可实现调水，主城区芦村厂
和太湖新城厂之间也已建有简易通道。

“目前看来，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浓度还有提
升空间。除了提高自身的‘净化能力’，还要完善
污水管网，把客水从管网中‘挤’出去。”市市政和
园林局供排水处处长徐劲表示，我市未来将实现
城市建成区污水管网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形
成污水处理系统“进水高浓度、出水高标准、管网
低水位”的“两高一低”新体系。 （朱冬娅）

本月起全市污水处理厂按新标排放

本报讯 1月12日，中共无锡市委召开由各
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知识分
子联谊会负责人参加的民主协商会，对市级领导
班子人事变动等情况进行了民主协商。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柏长岭
出席民主协商会并就有关情况作了说明。市领
导华博雅、高亚光、张丽霞、金元兴、高慧、韩晓
枫，蔡捷敏、孙志亮等出席民主协商会，各民主党
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
了民主协商。

大家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一致同意省、市委
提名的有关人选。 （赵晖）

中共无锡市委
召开民主协商会

宜兴市选出的冯军，梁溪区选出的张晶、赵运林，惠山区选出的刘霞、孙小伟，
滨湖区选出的张洪润、谢生勃，新吴区选出的俞波涛，驻锡部队选出的马学蒂，因
工作变动先后调离本市。江阴市选出的周德洪、费平，宜兴市选出的王英、孙国
祥、赵志新，梁溪区选出的王新华，锡山区选出的顾中明、蒋群，惠山区选出的何国
清，滨湖区选出的刘平、许新宇、陈锡伦，新吴区选出的吴胜荣，因职务变动等原因
提出辞去代表职务被选举单位接受。依照代表法的规定，以上22名市十六届人大
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

孙国祥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孙小伟的代表资格终止后，
其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江阴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包鸣、赵强、高佩，宜兴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方海明、杨
智敏、沈晓萍、陈寿彬、周斌、柏长岭、徐国胜，梁溪区人大常委会补选方华、叶辉、
周子川，锡山区人大常委会补选吴燕敏、章红新，惠山区人大常委会补选方力、周
常青、夏正兴、唐加俊，滨湖区人大常委会补选许志翰、孙海东、余冰、陈瑶、季智
洲、赵虹路，新吴区人大常委会补选朱良平、陈大鹏、韩杨，解放军无锡联勤保障中
心补选陶勇为市十六届人大代表。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代表资格
审查报告，确认方力、方华、方海明、叶辉、包鸣、朱良平、许志翰、孙海东、杨智敏、
吴燕敏、余冰、沈晓萍、陈瑶、陈大鹏、陈寿彬、季智洲、周斌、周子川、周常青、柏长
岭、赵强、赵虹路、夏正兴、徐国胜、高佩、唐加俊、陶勇、章红新、韩杨等29名市十六
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

本次代表资格变动后，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47名。
特此公告。

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月12日

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32号

任命丁四海、秦咏薪为无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免去蒋敏的无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
免去孙海东的无锡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职务。

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
（2021年1月12日 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戴美忠
辞去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市人民代表大
会备案，并接受其辞去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戴美忠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1年1月12日 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滕兰英
辞去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报市人民代表
大会备案，并接受其辞去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

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滕兰英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1年1月12日 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规定，市十四届政协第十九次常委
会议决定，同意王健、王晓刚、刘翔、吴洵如、邵崇浴、胡建伟等6名同志辞去常委职
务，报市政协全体会议备案。

政协无锡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关于同意
王健等同志辞去市政协常委职务的决定

（2021年1月12日市十四届政协第19次常委会议通过）

近期，经批准，无锡市纪委监委会同江阴、宜兴、梁溪、滨湖、新吴纪委监委对以下5名公职
人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江阴市澄江街道通运村党总支委员、村委委员、村主办会计俞军良；
国家税务总局宜兴市税务局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分局副局长史文伟；
锡山区东北塘街道建管所工作人员章学平；
无锡经济开发区华庄街道农联社区原党总支书记张建南；
江苏省太湖渔政监督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杨政霖。
此外，市监委会同滨湖监委对1名涉嫌严重违法犯罪人员进行监察调查：
无锡市犬类留检所所长徐冬。

我市近期审查调查信息

近日，广益街道广丰社区红十字志愿者在辖区超市内设立“一米线”，号召大家“不扎
堆、不聚集、不拥挤”，争做文明践行者，合力筑牢疫情防控“文明线”。 （朱吉鹏 摄）

任命杨智敏为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任命方海明为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
免去戴美忠的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职务；
免去陈雪峰的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

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1年1月12日 无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乌妮娜 刘 旭 杨建忠 吴胜荣 吴莉萍 何国清 邱亚君 陈锡伦
邵鹤鸣 周士良 赵 叶 顾中明 谢寿坤 蔡嘉福 糜君初

政协无锡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
（2021年1月12日市十四届政协第19次常委会议通过）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规定，市十四届政协第十九次常委
会议决定，同意弓建明、刘翔、刘蓓红、李文宇、杨文胜、吴立刚、郑云祥、顾湘荷、章
红新、童晓寒、廉文等11名同志辞去委员职务。

政协无锡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关于同意
弓建明等同志辞去市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

（2021年1月12日市十四届政协第19次常委会议通过）

本报讯 近日，位于锡山区锡北镇的连城凯
克斯BIPV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启动运行，据区发
改部门介绍，这一我市首个装配式光伏建筑一体
化项目装机容量达1600kW，每年能够为生产基
地提供约160万度清洁电力。

BIPV，即光伏建筑一体化，是一种将太阳能发
电（光伏）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BIPV讲究光
伏与建筑屋面的紧密结合。据测算，我国目前既有
建筑面积约800亿平方米，一旦走向规模化应用，
BIPV将是一个近万亿的市场。连城凯克斯BIPV
光伏发电项目是由国内BIPV龙头企业隆基新能源
建设，通过可发电的屋顶建材，将传统工商业厂房的
屋顶变成具有发电功能的“超级屋顶”。 （马悦）

首个装配式
光伏建筑项目启动

为生态治理注入更多 源源头头
活活水水

上接第1版>>>有利于工作开展和
更好地发挥代表作用。

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即将
召开，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
进。会议指出，市十六届人大五
次会议日程安排、各类建议名单
和有关筹备事项符合相关规定要

求，充分体现了务实、高效、严格
的原则。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对
照会议日程安排和相关要求，抓
紧抓细抓实会议各项筹备工作，

尤其要针对疫情防控的形势任
务，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确保
会议成功召开。

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无锡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戴美忠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务请求的决定》《无锡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滕兰英辞去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请求的
决定》。

（尹晖）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六次会议

上接第1版>>>推动“强富美高”新
无锡建设取得新成就和打赢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积极贡
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形成一批
优秀履职成果。

会议指出，全市政协系统和广大
政协委员要进一步学习贯彻市委十

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发挥好人民政
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中心工作
履职建言，更好服务发展大局。要在
市委领导下认真筹备好市十四届政

协五次会议，对会议各工作环节进行
再检查、再完善，特别是要进一步强
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举措，确保
会议万无一失、顺利圆满。要引导广

大政协委员讲政治、守纪律，强化责
任担当，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积极
践行新发展理念，围绕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多建务实之言、多献管用之
策，合力为我市“十四五”发展开好
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好步
作出新贡献。 （赵晖）

市十四届政协举行第19次常委会议

上接第1版>>>能够满足市民水电
缴费、图书借阅、体育健身、休闲旅
游等日常生活消费功能。

一座信息之城的创建，不仅要
不断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更要为
居民搭建更为丰富的信息消费场
景、建立愈加完善的公共信息服务、
聚集覆盖面更广的消费产业。
2020年5月，一站式城市服务平台

“灵锡APP”上线，380余项为市民
提供服务的功能集中于一平台。同
年10月，“惠企通”平台上线，政企

沟通渠道由平台搭建成型，企业全
生命周期皆可在平台上寻求政务服
务。

推动信息消费向纵深发展，持
续释放消费潜力。未来，无锡将聚
焦承载、供给、普惠、需求、保障五大
能力建设。持续增强终端芯片等智
能产品基础能力，支撑带动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大幅增长，稳步推进电

子政务与公共信息共建共享，深化
信息消费在教育、交通等领域的示
范应用。

据悉，到2022年，无锡要实现
信息消费产业规模显著增长，信息
技术服务水平全国领先，信息产品
供给能力大幅提升，信息消费示范
应用深入推进，信息消费发展环境
明显优化，形成较为完善的信息消

费发展格局。信息消费相关产业规
模达到 1500 亿元，年均增长达
20%以上；累计建设第五代移动通
信技术（5G）网络基站10000个以
上；面向生活类、公共服务类、行业
类、新型信息产品类四大重点方向，
实现信息消费应用领域、城市地域、
居民企业的广覆盖；打造更多消费
场景，建设具有全国示范效应的信
息消费应用场景8个以上，建设省
级以上信息消费体验中心10个以
上，以信息消费惠企利民。（高飞）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得分全国居首

上接第1版>>>
经过两年发展，经开区不断筑

牢发展基石。围绕加快推进“四区”
建设、确定了以雪浪小镇为核心的

“一镇五园”产业布局，“小镇+平
台+生态+集群”发展路径日渐清
晰，湖南大学无锡智能控制系统研
究院、上海大学无锡研究院、东南大
学群智智能和决策控制研究院等创
新平台相继落户，无锡人才金融港
建成并启动运营……一批科创项
目、创新平台、领军人才竞相落户，
科创“高地”加速形成。

作为太湖湾科创带建设的核心
区，经开区肩负重大使命。杨建平表
示，《无锡经开区太湖湾科创带建设
行动纲领》即将出台，未来五年，经开
区将以“一镇五园”为主战场，构建

“一园区、一产业、一套班子、一政策、
一基金”的特色园区发展新模式。在
科技创新上，将以太湖湾科创带建设
为契机，拿出最好的资源、最优的政

策、最大的力度，着力提升科技创新
能级，5年内将新增各类科创载体
200万平方米，引育一批总部、数字、
枢纽经济等龙头企业和项目。

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发展新引擎

制造业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正在这个年轻的板块全面融
合，经开区特色产业竞争力不断提
升，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带
动引领全市产业发展作用不断显
现。“我们跑出了每两天引进一个科
创项目的‘加速度’！”杨建平说，经
开区设立了总额100亿元的产业、
科技和人才扶持资金，启动改造、建
设一批产业载体，助力新旧动能转
换和企业做大做强。

将现代产业引领区建设目标蓝
图转化为真实展现的过程中，经开
区将秉承产业强区战略，围绕新经
济、新业态、新产业，以大数据、IC
设计、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智能制
造为产业主攻方向，提升数字经济、
总部经济、创客经济、服务经济在全
市的贡献度以及产业发展能级。到

“十四五”末，引进数字经济企业
1000家，培育省级以上工业物联网
平台超5家、智能车间10家，数字
经济对地方贡献占比不少于30%，
努力让经开区成为无锡制造“工业
大脑”、长三角数字经济示范城区。

聚焦高端人才集聚区建设

打造治理新样板

“产业能级和科技创新能级的提

升最终是要靠人才去推动的，在吸引
高端人才上经开区将持续不断推出
新举措和新激励。”杨建平称，吸引高
端人才集聚必须加快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努力实现人才
吸附最强、公共配套最优、安全指数
最高，着力提升服务辐射能级，让经
开区真正成为高端人才的生活向往
之地、落户首选之地、兴业绝佳之地。

在城市建设方面，将优化医疗
资源配置、加速文旅体设施建设、对
接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经开区人居
环境，依托锡澄锡宜轨道交通、苏锡
常南部高速和苏锡常都市快线枢纽
等重大交通设施建设，高标准推进
一批主干路网建设，引领各类要素
畅通对流，加快形成都市型枢纽经
济新业态。同时，围绕“一张网、一
块屏、一个系统”，构建“智慧城市大
脑”，提供最安全的发展环境，力争

“十四五”期末，集聚高端人才、企业
高管、年轻大学生5万人以上。

把“四区”建设蓝图化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