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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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职
务与职级并行规定》等有关规定，经
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下列同志
进行任前公示。

孙小虎，现任江阴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一级调研员。男，1962年6
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
历，江苏江阴人，1979年5月参加
工作，1987年6月入党。拟推荐晋
升二级巡视员。

徐冬青，现任江阴市政协主席、
一级调研员。男，1963年12月出
生，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江
苏江阴人，1980年9月参加工作，
1981年12月入党。拟推荐晋升二
级巡视员。

刘洪兴，现任滨湖区政协主席、
一级调研员。男，1963 年 8月出
生，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山东
惠民人，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86年12月入党。拟推荐晋升二
级巡视员。

张明烈，现任新吴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一级调研员。男，1962年5
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
人，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5
月入党。拟推荐晋升二级巡视员。

陈兴华，现任江阴市委常委、江
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二
级调研员。男，1968年11月出生，汉
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江苏江阴
人，1987年8月参加工作，1987年1
月入党。拟任市（县）区委副书记。

郁秋皓，现任江阴市副市长、市
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男，
1968年9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江苏江阴人，1990年8
月参加工作，1993 年 11月入党。
拟任市（县）区委常委。

张韶峰，现任江阴市副市长。
男，1975年5月出生，汉族，省委党
校研究生学历，江苏江阴人，1997
年 9 月参加工作，1995 年 6 月入
党。拟任市（县）区委常委。

杭成，现任江阴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江阴-靖江工业园区党委书记。
男，1976年6月出生，汉族，研究生
学历，江苏江阴人，1998年7月参
加工作，1996年7月入党。拟推荐
提名为副市（县）区长人选。

翟菁，现任江阴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男，
1975年12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江苏江阴人，1998年2
月参加工作，2001年3月入党。拟
推荐提名为副市（县）区长人选。

张敏，现任宜兴阳羡生态旅游
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渚镇党
委书记。男，1970年12月出生，汉
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江苏宜兴
人，1991年8月参加工作，1993年
12月入党。拟任市（县）区委常委。

刘英，现任宜兴经济技术开发
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聘任
制），屺亭街道党工委书记。女，
1978年11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江苏宜兴人，1999年8
月参加工作，1998年6月入党。拟
推荐提名为副市（县）区长人选。

张达志，现任中国宜兴环保科
技工业园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宜兴市教育局局长。男，1973
年10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
宜兴人，1995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98年11月入党。拟推荐提名为
副市（县）区长人选。

夏琰，现任梁溪区副区长。女，
1978年1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江苏无锡人，2000年
7月参加工作，2000年 5月入党。
拟任市（县）区委常委。

李先光，现任梁溪区副区长。
男，1979年3月出生，汉族，博士研
究生学历，湖北汉川人，2009年12
月参加工作，2001 年 11月入党。
拟任市（县）区委常委。

周晓红，现任梁溪区迎龙桥街
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女，
1978年1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
江苏无锡人，1997 年 7月参加工
作，2001年11月入党。拟推荐提
名为副市（县）区长人选。

丁达伟，现任梁溪区扬名街道
党工委书记。男，1972 年 5月出
生，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江苏
无锡人，1992 年 9 月参加工作，
1995年 3月入党。拟推荐提名为
副市（县）区长人选。

徐悦，现任锡山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男，1975年12月出生，汉
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江苏无锡
人，1996年9月参加工作，2000年9
月入党。拟任市（县）区委副书记。

华炜（曾用名：华伟），现任锡山
区委办公室主任、四级调研员。男，
1971年8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
历，江苏无锡人，1996年7月参加
工作，1994 年 1月入党。拟任市
（县）区委常委。

俞刚，现任滨湖区委常委，无锡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马山
街道党工委书记。男，1976年2月出
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
1998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10月
入党。拟任市（县）区委副书记。

张跃跃，现任滨湖区副区长（赴
新疆工作）。男，1982年8月出生，
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江苏沭
阳人，2004年9月参加工作，2007
年6月入党。拟任市（县）区委常委。

陈虎，现任滨湖区副区长。男，
1973年10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江苏无锡人，1995年8
月参加工作，1993 年 12月入党。
拟任市（县）区委常委。

周俊鹏，现任滨湖区副区长。
男，1980年9月出生，汉族，博士研
究生学历，江苏宜兴人，2008年 8
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入党。拟
任市（县）区委常委。

王路新，现任无锡蠡园经济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蠡园街道党工委
书记。男，1973年2月出生，汉族，
省委党校大专学历，江苏无锡人，
1991年 8月参加工作，1998年 12
月入党。拟任市（县）区委常委。

胡巍，现任无锡蠡园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荣巷街道党工委书记。
男，1969年9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江苏无锡人，1991年7
月参加工作，1993年11月入党。拟
推荐提名为副市（县）区长人选。

李伟敏，现任新吴区副区长，无
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正处职）。女，1970年 1月出
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
1991年9月参加工作，2003年5月
入党。拟任市（县）区委常委。

丁洪军，现任新吴区副区长、财
政局局长，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男，
1974年2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
历，江苏沭阳人，2000年7月参加
工作，1999 年 5月入党。拟任市
（县）区委常委。

孙磊，现任无锡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男，1970年5月出生，汉族，中央党
校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1995年8
月参加工作，1994年6月入党。拟
推荐提名为副市（县）区长人选。

华艳红，现任无锡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商务局局长。女，1975年
7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
锡人，1998年7月参加工作，1998
年 5月入党。拟推荐提名为副市
（县）区长人选。

公示时间为：2021年7月2日至
2021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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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0-0，0510-818226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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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日

干 部 任 前 公 示

本报讯 （记者 周茗芳、孙倩
茹）7000万元！我市老旧小区改造
首次争取到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
记者昨日获悉，此次全省额度为
9700万元，我市获批额度占全省比
重72.2%，列全省第一。“国家层面的
支持，印证了无锡老旧小区改造的高
质量推进。”市发展改革委人士表示。

老旧小区改造中央预算内资金
主要用于支持纳入年度实施计划的
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提升和养老抚
幼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此次获得
资金支持的是梁溪区和惠山区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其中梁溪区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涉及迎溪桥小区、宁海里北
片等35个老旧小区，总改造面积约
188.79万平方米；惠山区老旧小区改
造一期涉及天一花园、锦绣四村等19

个老旧小区，改造面积约59万平方
米，将惠及28473户居民。

老新村居住环境不断提升，给老
百姓带来实笃笃的“获得感”，改造涉
及面广，如何精准把握群众需求？市
发展改革委投资处人士介绍，我市将
居民需求梳理形成全市项目、资金、
政策需求台账，转化为资金、政策争
取方向，并建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动
态储备库和项目全生命周期保障机
制，为争取国家支持奠定了基础。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个系统性工
程，需要多部门合力攻坚。“从规划蓝
图，到精心打磨设计方案，深入小区
调研，选择施工单位，每一步都是为
了打造老百姓心旷神怡的美丽家
园。”市住建局负责人说，力争改造一
个，让老百姓满意一个。“十三五”期

间，我市已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1024 万平方米。改造前后面貌迥
异，楼宇外立面刷新了，小区有了新
的门头和门禁，管线入地、空中“蜘蛛
网”不见了，绿化景观小游园随处可
见，海绵设施让小区不再内涝。“老新
村改造改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居住
环境越变越好，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获得感、幸福感倍增。”采访中，不少
居民表示。

“城市发展已经到了新城扩张
和存量老旧小区优化提升的关键时
期，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既是城市建
设的‘脱贫攻坚’，也是居住环境的

‘共同富裕’”。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获得
中央和省级部门的重视和首肯，改
造力度也持续扩大，今年以来，除了

此次资金支持，我市老旧小区改造
已获央补及省补近1.8亿元额度占
全省的 15.2%，同样也位列省内第
一。“体量大、力度大，改造强度和资
金压力前所未有，获得资金支持既是
对改造工作的肯定，也对改造提出了
更高要求。”

据悉，今年全市192个老旧小区，
共计893万平方米改造计划将落地实
施，有了规划“蓝图”，一些条件成熟的
老新村更是精心打磨了设计方案，全
市老旧小区改造目前已进入实施阶
段。2022年的改造计划也已启动，
将引进专业的城市规划设计师进驻
老旧小区，提前调研摸排，针对居民
需求精准改造，也呼吁更多居民参与
改造，监督改造，打造更多老旧小区
改造精品项目。

7000万元，额度全省第一！

老旧小区改造首获中央预算内资金

本报讯 昨日，市教育局公布了
无锡市区2021年中招提前批次、第
一批次第一阶段学校投档最低控制
分数线。今年市区热门高中的统招
分数线较去年有所下降。

今年，市区热门高中招生继续实
行招生指标按比例分配到相关初中的
政策。此前市教育局公布了市区热门
高中分配生计划，市一中、辅仁高中、
梅村高中和太湖高中4所学校分配生
总数为2600人，市一中分配生投档最
低控制分数线为465分，辅仁高中、梅
村高中分配生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为

455分，太湖高中分配生投档最低控
制分数线为430分。天一中学、省锡
中指标生分配到本区范围各初中学
校，锡山区教育局公布了天一中学向
区内14所初中分配计划招生625人，
惠山区教育局公布了锡山高中向区内
15所初中分配计划招生650人。

第一批次第一阶段普通高中投
档最低控制线方面：市一中476.5分；
辅仁高中 466.5 分（语数总分 220
分）；梅村高中 464.5 分（语数总分
222分）；太湖高中436.5分（语数总
分206分）；市一女中422分（语数总

分200分）；天一中学494分（语数总
分234分）；锡山高中491分（语数总
分235分）。同时公布的还有提前批
次师范类专业分数线以及第一批次
一阶段各所高中艺术、体育、国际课
程实验班的分数线。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增现代职
教体系“5+2”贯通培养项目，实施该
项目的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一
志愿421分（语数总分207分）。实施
现代职教体系“3+4”贯通培养项目的
学校有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和江苏省无锡汽车工程中等专业

学校，最低控制线为410分。
各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上如出现

考生总分相同，则按语文、数学两门
科目分数之和从高到低排序后依次
择录。如语文、数学分数之和仍相
同，则录取全部同分考生。今年提前
批次征求志愿时间为7月5日9时至
下午3时；第一批次第一阶段征求志
愿时间为7月10日9时至下午3时；
第一批次第二阶段征求志愿时间为7
月12日9时至下午3时，网上招生市
场征求志愿时间为7月20日9时至
下午3时。 （杨涵）

市区中招一批次一阶段投档线公布
热门高中统招分数线较去年下降

本报讯 昨天，2021新四军江抗
理论研讨会暨梅村江抗精神宣传月活
动在新吴区梅村二胡文化园举行。来
自省、市、区各级党史研究及新四军研
究学会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探讨进
一步弘扬“新四军江抗精神”在新时代
建设时期的思想引领和实践意义。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
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常浩如作了主题为

“江抗的历史经验与启示”的主旨演讲。
江抗红色基地——新四军江抗东进纪念
馆升级改造工程正式启动。20余位专
家学者受聘为新四军江抗东进纪念馆顾
问，《江南烽火》出版签约，同时梅村江抗
精神纪念月活动启动。接下来，梅村街
道将推出红色路线发布、建党100周年
灯光展、红色家书等20余个系列活动，
进一步弘扬传承江抗精神。

启动仪式上，无锡日报报业集团
“融媒党建读者服务站”正式入驻梅村
街道，在14个社区3个村实现服务全
覆盖。通过共建项目，将进一步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传承红色基因。（刘丹）

新四军江抗
理论研讨会举行

昨天，刚完成水下部分完工验收的省级重点工程——环太湖大堤剩余工程无锡滨湖段马圩四号排涝站重建
工程在青山环抱中显得格外醒目。该泵站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设备和体量已无法适应当下防汛需要，为
此，中央、省、市和滨湖区共同投资2000多万元对泵站进行拆除重建，安装六台大功率全贯流潜水泵，将排水能力
从原来的每秒4.4立方米提升到现在的每秒15.5立方米，使之与太湖堤防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可靠的防洪排涝系
统，确保整个马山地区不遭水患。 （刘芳辉 摄）

本报讯 上海拥有较为丰富的医
疗资源，多年来锡城前往上海医院就
诊的市民不在少数。为方便锡城市民
跨城就医，解决就医通行、手续办理等
烦恼，昨日，无锡客运集团正式启动上
海市胸科医院健康专线。

本次启动的健康专线将与上海市
胸科医院“复诊一日通”项目实现无缝
对接，依托客运集团下属客运“稳稳
达”“壹零零”商务车辆，为去往上海市
胸科医院就医的锡城市民提供直达医
院零换乘，协助预约挂号、上门运送报
告等便民服务。“‘复诊一日通’项目已
实现就医前期准备环节全部网上办
理，专线的开启将让无锡患者享受到
清晨、傍晚专车往返，上午检查、下午
专家门诊的医疗便利服务。”上海市胸
科医院有关负责人透露。

“以本次启动为契机，我们将同上
海其余17家知名医院加强交流，争取
健康专线范围不断扩大。”无锡客运集
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健康专线将继续
发挥锡城市民赴沪就医便民渠道作
用，助力上海优质医疗资源辐射无锡，
让长三角医疗一体化成果惠及更多锡
城市民。 （朱圻琳）

赴沪就医“一车直达”

无锡—上海
健康专线启动

本报讯 市场有呼声、企业有需
求，营商环境、商事制度就有进一步
优化提升、改革创新的空间。近日，
滨湖区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商事制
度改革3.0”方案，20项改革内容全部
围绕企业需求展开，旨在打通企业的
痛点和难点，为“无难事、悉心办”营
商环境品牌打造和太湖湾科创带引
领区建设注入市场监管新动能。

据介绍，滨湖区市场监管局“商
事制度改革3.0”改革事项包含准入
制度、监管机制、服务机制等三个方
面，涉及企业“一网通办”、特种设备
优化审批、推进外资企业住所与经
营场所登记改革、实施包容审慎监
管、推进准入许可“一窗式”服务等
20个事项。

与之前的商事制度改革2.0方
案相比，此次改革可谓“大刀阔斧”，
行政审批环节和审批事项大幅压
减，在企业开办“一网通办”上推进
线上、线下融合办理，进一步压减企
业开办时间，办理环节从6个压缩成
2个。在外资企业住所与经营场所
登记改革上，推进“一照多址”无需
办理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在全市率
先推行特种设备使用登记优化审
批，施行使用登记受理、审查及发证
3个环节“一体化”0.5个工作日办
结。

在加快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
行动上，引导企业推进标准化战略，
以标准鼓励带动企业创新，同时在
规模以上企业中推进“首席质量官”
培训，实现2023年全覆盖。记者
注意到，前不久下发的《2020年度
无锡市技术标准制修订和标准化专
业技术组织项目及经费指标的通

知》，滨湖区连续第四年获资助金额
在市区板块中排名第一。

面对落地滨湖的“无锡市知识
产权集聚区”这一优势资源，此次商
事制度改革明确将加快知识产权服
务业集聚区建设，打造成“全链条、
多门类、一站式”的综合服务载体，
集聚数十家规模型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形成集群品牌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商事制度
改革滨湖还在全市率先推行“市场
监管一体化综合监管平台”和“企业
休眠告知承诺”：改变以往纸质检查
表、书面签字、系统回填的检查流
程，实现“全程电子化”、可追溯，打
造智慧、便捷、精准监管新高地；允
许满足一定条件的短期经营困难又
不愿注销的企业按下“暂停键”。此
外，滨湖还在全省首推食品连锁企
业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

（邵旭根、周岚婷）

滨湖“商事制度改革3.0”正式发布
在全市率先推行“一体化综合监管平台”

本报讯 昨天，市纪委常委会、市
监委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和中央
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纪
委常委、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王唤春主持会议。

会上，受邀赴京参加庆祝建党百
年系列活动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孙英，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市纪委常
委、市监委委员、新吴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罗功新，满怀激情分享了赴京

感受和学习体会。
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和

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
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从
中汲取自信的力量、前行的力量、奋进
的力量；要保持发扬先进，提高政治站
位，坚持人民立场，勇于改革创新，推
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体
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要狠抓当前工作，紧扣纪检监察机关
职能职责，对标对表全年各项任务目
标，以昂扬姿态推动无锡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 （孙倩茹、朱圻琳）

市纪委常委会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