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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委统战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开展第七届江苏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
活动的通知》（苏委统〔2019〕109号）精神，按照评选范围和条件，经过初审，我市拟推荐李兴等7名同志作为候选人。为进一步体现评选工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从2019年11月9日至2019年11月15日。如对拟表彰人选有异议，请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信函等形式向无锡市“第七届江苏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情况（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应署实名，并提供联系电话。

电话：0510-81827130；传真：0510-81810998；电子邮箱：tzbzj@qq.com；通信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市民中心7号楼525
无锡市“第七届江苏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1月9日

李 兴 ，男 ，
1953 年 8 月 出
生，江苏江阴人，
中共党员，高中学
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江阴澄星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总
裁。曾获得首届
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风云人物，首
届江苏省优秀创
业企业家，中国民

营化工功勋企业家，中国石油和化工优秀民
营企业家杰出贡献奖，改革开放40年最受尊
敬的苏商功勋人物，江阴市改革开放突出贡献
先进个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受尊敬的苏
商实业家等荣誉称号。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连续18年跻
身中国企业500强，2019年位列中国企业500
强228位，中国制造业500强第100位，中国
石油和化工企业500强14位，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第69位，中国民营制造企业500强第
36位，江苏民营企业百强第12位。多年来热
心公益事业，累计捐赠1.5亿元。

周江，男，1970年7月出生，江苏江阴人，
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法尔
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
裁。第十五届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
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江阴市党代表,第十五
届、十六届、十七届江阴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江苏省工商联副
主席、江苏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无锡市工商
联副主席、江阴市工商联主席、江阴市青年企

业家协会会长。
曾获得“全国钢
铁工业劳动模范”

“江苏省劳动模
范”“全国优秀企
业家”“江苏省优
秀企业家”等荣誉
称号。

法尔胜泓昇
集团有限公司是
苏南地区首批首
家国家创新型企
业。组建行业内

唯一的“国家金属线材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公司被认定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先后荣获“中国工业大奖”“江苏省质量奖”，并
被工信部列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公司长期位列中国企业500强，多次荣获
国家、省、市各级科技进步奖。多年来，累计向
社会慈善捐助2650万元。

邵黎军，男，
1981年 7月出生，
江苏宜兴人，中共
党员，硕士学历，高
级工程师，现任江
苏共昌轧辊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宜兴市政协
委员。曾获得“全
国钢铁工业劳动模
范”、苏商高质量发
展领军人物、江苏
省科技企业家、江

苏省冶金行业“管理创新青年人才”、“铸造行

业优秀青年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邵黎军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和管理理念，公

司先后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高新
技术产业最具有创新力企业，“共昌”商标获中
国驰名商标称号。公司先后承担了国家“十二
五”科技支撑计划、省科技支撑计划、科技部创
新基金、国家和省重点新产品、火炬计划等10
多项科研项目，拥有高性能轧辊产品和装备核
心技术专利6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27项，省高
新技术产品12只，国家和省重点新产品4只，
省高新技术产品6只，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5
项，起草和参与制定了国家和行业标准3项。
近年来，累积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赠369.3万元。

浦益龙，男，
1961年 2月出生，
江苏无锡人，中共
党员，本科学历，高
级经济师，现任无
锡隆达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无锡市政
协委员、江苏省工
商联执委、无锡市
民营企业家协会副
会长。

浦益龙聚焦高端制造业，专注研发和制造
铜镍合金、镍基合金等核心战略基础材料，公
司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获国家
发明专利15项，参加制定国家标准11项，承
担了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工信部工业强
基工程、江苏省重大成果转化等项目。公司研
制超高纯高温合金材料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成
为国内唯一牵头承担“两机”专项基础研究的
民营企业。公司被授予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称号，建有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江苏省院士工作站。近
年来，累计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赠270万元。

翁耀根，男，
1958年9月出生，
江苏无锡人，中共
党员，本科学历，高
级经济师，现任无
锡华东重型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无锡市滨湖区
人大代表，无锡市
滨湖区工商联副主
席。曾获得江苏省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十一五”全

国重型机械行业优秀企业家、首批“530”企业
创业导师、改革开放40年无锡商界杰出人物
贡献等荣誉。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建设
了“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新型集装
箱专用装卸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
省院士工作站”等研发平台和体系，取得了

“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创新型企
业”等荣誉称号，并获得了三十多项国家专
利。2019年，华东重机入围“中国制造业企
业 500 强”，荣获“2019 江苏省民营双百企
业”等荣誉。近年来，累计向社会慈善捐助
760万元。

周敏珠，女，1972年3月出生，江苏无锡
人，中共党员，高中学历。现任无锡市千金
图文工作室负责人。无锡经济开发区个体

私 营 协 会 华 庄 分
会理事，中共滨湖
区 个 体 私 营 经 济
协 会 华 庄 支 部 副
书记。

周敏珠同志具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
社会责任感，多次被
市、区评为“光彩之
星”“无锡市先进个
体工商户”“先进妇
女工作者”。

范友良，男，1970年12月出生，江苏宜兴
人，民进会员，大学文化，国家研究员级高级
工艺美术师，江苏省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宜兴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江苏省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联谊会理事，无锡市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联谊会副会长，宜兴市政协委员。

范友良坚持创业创新，作品先后荣获中国
艺术博览会金奖、中国陶瓷产品设计金奖、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精
品博览会创新艺术金
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统工艺项目一等
奖。2018年4月，获
无锡市唐鹤千卓越青
年文化创意人才奖。
作为新阶层人士认真
履职，围绕紫砂文化传
承保护积极建言献
策。他热心公益事业、
奉献社会，近年来，
累积捐赠10万元。

公 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经
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
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
例》规定，国务院决定于2020年开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通知》指出，普查对象是普查标
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
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

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普查
的内容包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
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
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
况等。普查标准时点是2020年11月
1日零时。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

国人口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
认真做好普查各项工作。普查取得
的数据，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不
得作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各级行政
管理工作实施考核、奖惩的依据。普
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
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不得作为对普
查对象实施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
依据。

《通知》明确，要建立健全普查数

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各级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要加大对普查工作中违纪
违法行为的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坚
决杜绝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确
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和普查数据真实
准确。要全流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
的保护，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严禁向任何
机构、单位、个人泄露或出售公民个人
信息。

明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
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
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
件，标志着我国终于成为世界贸
易组织新成员，我国对外开放事
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
提出关于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
国地位的申请。1995年，世贸组
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中国复关谈
判也转为入世谈判。1997年 8
月，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世贸组
织市场准入谈判的双边协议，新
西兰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结束双边
谈判的西方国家。1999年11月，
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
题达成双边协议，这是中国进入
WTO的关键性一步。2000年5
月，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问题达成双边协议。2001
年9月，中国与墨西哥结束了关于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
至此全部完成了与世贸组织成员
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
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
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的法律文件，标志着经过
15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终于成为
世贸组织新成员。同年12月11
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加入世贸组织，充分展示了
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
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
态。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赢得
了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力地
促进了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体
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
整，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
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符合我
国的利益需要。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据新华社昆明11月8日电 11
月8日，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继续公开开庭，对孙小果等13人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
一案当庭宣告一审判决，以被告人孙
小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
罪、故意伤害罪、妨害作证罪、行贿罪，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
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以被告人顾宏斌、杨朝光等
12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十五年到二年零
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记者获悉，对于2019年10月14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孙
小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再审案件，法院将依法择期
宣判。

孙小果出狱后涉黑犯罪

一审获刑25年

7位数 第19171期
8 7 7 9 1 5 8

排列3/排列5 第19298期
5 5 5 0 3

3D 第2019298期
3 3 5

15选5 第2019298期
1 2 13 14 15

11月8日，观众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参观常设展“时间的形态”。当日，上海西岸美术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常设展
“时间的形态”汇集了来自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百余件馆藏作品。 （新华社发）

上海西岸美术馆向公众开放

上接第1版>>>
周敏炜指出，大运河是中国古代

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
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无
锡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8省27个城
市中，运河唯一环城而过的城市。要
充分认识到大运河对无锡的重要价
值，无锡因水而生，城市发展的肌理也
与运河密切相关。从城市空间来说，

大运河具有非常重要的景观价值；从
城市发展来说，大运河具有无可替代
的经济价值；从人居环境来说，大运河
具有举足轻重的生态价值。因此，建
设大运河文化带，对无锡来说是一个
发展的重要契机。

周敏炜强调，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
工作，要理顺体制机制，做好顶层设计，
特别是要在科学规划和精心策划上下
功夫，努力提升大运河沿线文化建设的
品质。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规划，要
注意协调好水和岸的关系，使水上和岸

上的文化景观相得益彰；要协调好点
（码头）、线（运河）、面（沿岸地区）的关
系，使大运河沿线成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要协调好白天和夜间的关系，通过
一系列配套措施，引导大运河沿线夜
市文化、夜间经济的发展。此外，要推
动大运河沿岸各城市形成合力，共同
开发旅游资源，争取推出更加丰富多
彩的跨区域旅游产品。 (挥戈)

住锡省政协委员视察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上接第1版>>>发挥民企内生动
力的作用，把握好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的契机显得尤为重
要。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会邀
请到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红豆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兼
CEO周海江，全国工商联副主
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等领
导、专家、企业家出席论坛致辞及
发表主旨演讲。

当一体化发展的东风与干事
创业的激情在西湖畔相遇相融，
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家之间通过对
话汲取更多灵感与活力。“‘两湖
论坛’为长三角企业家搭建了一
个长期对话的平台。”无锡市工商
联副主席、市总商会副会长孙银

龙对本次论坛非常期待，他将同
另外两位锡商代表坐上圆桌，与
来自上海、浙江的企业家共同探
讨民营企业如何把握机遇、布局
长三角等话题。“锡商务实低调，
坚守实业不放松；浙商敢想敢拼，
是数字经济弄潮儿，大家在一起
既是交流又是学习，共同思考如
何在促进长三角一体化深入发展
中立新功。”孙银龙表示。

据悉，本届两湖论坛除了助
推两地企业家交流互动外，还将
发布《长三角民企协作发展倡议
书》，致力于打造产品和项目，对
接人才机构、投资机构，以形成

“产业+人才+资本”的创新体
系。 （刘杨）

长三角商界大咖共话协同发展

上接第1版>>>该书记录的是边走
边看“外面的世界”所留下的精美文
字，里面不仅有人文历史、风光美
景，更饱含着有温度的情感和深度
的感悟，阅读后令人愉悦，反复再
读，意味更酣。

周敏炜对赵振元和张小平的新
书首发表示热烈祝贺，称赞这既是

一本“新”书，更是一本直抵人“心”、触
发内“心”的书。周敏炜说，赵振元虽
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但他作为
一名政协委员，一直为无锡的发展劳
碌奔波、贡献良多。他推动十一科技

和太极实业重组，带领太极实业从传
统制造企业转型为高科技企业，并通
过自己在国内微电子和光伏行业的影
响力，帮助无锡引进华虹和中环项目，
奠定了无锡微电子行业在全国排名第

二的位置；此外，他还是一个颇具人文
情怀、艺术修养的人，专门创作了优美
的歌曲《无锡美》，其中的歌词“在新的
时代创造新的辉煌”正体现了他对无锡
的深情厚爱和热切期待。周敏炜衷心
希望赵振元继续把无锡的产业做强做
大，为推动无锡信息技术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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