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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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下列同志进
行任职前公示：

张建春，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男，1970
年2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
1992年8月参加工作，1995年10月入党。拟
任市级机关正处职干部。

戴美忠，现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男，
1970年3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
人，1993年8月参加工作，1991年10月入
党。拟任市级机关正处职干部。

张千山，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男，1975
年1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安徽和县人，
1995年9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入党。拟
任市直属事业单位正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黄建平，现任滨湖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
主任。男，1972年3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
江苏宜兴人，1996年8月参加工作，2001年2
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
年。

殷伟，现任市委办公室信息处处长。女，
1975年11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
人，1999年8月参加工作，2004年9月入党。
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李庆华，现任市委统战部干部处处长。
男，1975年6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徐
州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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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星，现任无锡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男，1976年11月出
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盐城人，1998年8月
参加工作，1998年4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
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任义好，现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人事
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男，1969年3月出生，
汉族，大学学历，江苏灌云人，1989年3月参
加工作，1990年9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
职干部。

马晓东，现任市政府办公室秘书四处处
长。男，1971年5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
苏无锡人，1993年8月参加工作，1992年1
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
年。

刘红，现任市商务局电子商务和信息化
处处长。女，1973年10月出生，汉族，研究生
学历，河南郑州人，1997年6月参加工作，民
建。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李恒，现任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

副支队长、一级警长。男，1982年7月出生，汉
族，大学学历，安徽芜湖人，2004年8月参加
工作，2008年1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
干部，试用期一年。

姜科，现任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政交通
规划管理处处长，民革市委副主委（兼）。男，
1968年9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江苏江
阴人，1993年4月参加工作，民革。拟任市级
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刘东亚，现任惠山区钱桥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男，1981年2月出生，汉
族，研究生学历，江苏邳州人，2006年8月参
加工作，2002年1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
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黄华晟，现任惠山区玉祁街道党工委书
记、玉祁配套区党工委书记。男，1977年1月
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西泰和人，1998年8
月参加工作，2003年12月入党。拟任市级机
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姚静，现任市农业信息服务中心主任。
女，1979年8月出生，汉族，博士研究生学历，
江苏兴化人，2007年9月参加工作，2001年
12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
期一年。

吴一骁，现任梁溪区广瑞路街道党工委
书记。男，1978年6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
江苏宜兴人，1996年8月参加工作，2000年6
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
年。

王骏，现任市政府办公室秘书二处处长。
男，1978年9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
锡人，2001年8月参加工作，2001年4月入
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孟菲，现任市委讲师团副团长。女，1973
年1月出生，汉族，博士研究生学历，安徽萧
县人，1994年6月参加工作，2003年11月入
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

朱荣欣，现任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八纪检
监察组副组长。男，1976年12月出生，汉族，
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1999年8月参加工
作，1997年12月入党。拟任市直属事业单位
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范良，现任惠山区副区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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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区委常委。

赵炯，现任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男，1980年4月出
生，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江苏江阴人，
2002年8月参加工作，2001年10月入党。拟
提名副市（县）区长人选。

周俊鹏，现任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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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提名副市
（县）区长人选。

张杰，现任锡山区政府党组成员，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局长、党委书记，人防办主任，地
震局局长。男，1965年4月出生，汉族，中央党
校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1987年6月参加工
作，1990年6月入党。拟提名市（县）区政协副
主席候选人。

郁枫，现任锡山区科技局局长、党组书
记。男，1973年8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
苏无锡人，1991年7月参加工作，2000年7
月入党。拟任省级以上开发区副处职，试用期
一年。

陈志刚，现任江南古运河旅游度假区管
理办公室党组书记、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四级调研员。男，1967年10月出生，汉族，大
学学历，江苏宜兴人，1990年8月参加工作，
1986年3月入党。拟任省级以上开发区副处
职，试用期一年。

王路新，现任无锡蠡园经济开发区党工
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滨湖区蠡园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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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任省级以上开发
区副处职，试用期一年。

胡巍，现任滨湖区荣巷街道党工委书记。
男，1969年9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大专学
历，江苏无锡人，1993年 12月参加工作，
1993年11月入党。拟任省级以上开发区副
处职，试用期一年。

顾文瑜，现任江阴市新桥镇党委书记。
男，1971年10月出生，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
历，江苏江阴人，1992年8月参加工作，1996
年8月入党。拟任经济发达镇党委书记（副处
职）。

虞仁军，现任宜兴市官林镇党委书记。
男，1970年1月出生，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
历，江苏宜兴人，1988年8月参加工作，1994

年7月入党。拟任经济发达镇党委书记（副处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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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铭涛，现任市社科联副主席。男，1973
年3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江
苏无锡人，1996年8月参加工作，1994年1
月入党。拟任基层正处级事业单位正职。

李坚，现任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男，1964年6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
江苏泰州人，1986年7月参加工作，2000年9
月入党。拟任基层正处级事业单位副职，试用
期一年。

蔡军，现任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行政许
可服务处）处长。男，1967年9月出生，汉族，
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1988年8月参加工
作，1998年5月入党。拟任基层正处级事业单
位副职，试用期一年。

韦燕平，现任市教育装备和学生资助中
心党支部书记，市第一中学副校长（挂职）。
男，1972年1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
锡人，1995年8月参加工作，2005年6月入
党。拟任基层正处级事业单位副职，试用期一
年。

赵怡，现任市第一中学教务处主任。女，
1979年11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
人，2001年8月参加工作，2001年1月入党。
拟任基层正处级事业单位副职，试用期一年。

吴昊，现任无锡技师学院党委委员、后勤
管理处处长。男，1972年10月出生，汉族，大
学学历，安徽六安人，1997年8月参加工作，
2009年6月入党。拟任基层正处级事业单位
副职，试用期一年。

陈曦，现任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副主任，
市职业培训指导中心主任（兼）、市职工教育
统筹经费征收办公室主任（兼）。男，1979年2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江苏常州人，
2004年7月参加工作，2003年1月入党。拟
任基层副处级事业单位正职，试用期一年。

公示时间为：2020年3月29日至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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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无锡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邮编：214131）。

中共无锡市委组织部
2020年3月29日

干 部 任 前 公 示

“我们清零了！”昨天11时18分，武汉同济医
院光谷院区E1-8病区，无锡132位白衣战士驰
援武汉第49天，终于迎来“收官时刻”：病区的病
人数降为0！

至此，无锡医疗队整建制接管的50张床位的
隔离病区，49天来，一共收治72例患者，重症及
以上患者 100%，其中危重症 17例，危重比例
24%，高居全医院各病区前三。其中，64位患者
顺利出院，其他患者也病情好转，转入其他定点医
院进行治疗。

日夜奋战49天，昨天终于打赢了“清零”歼灭
战。回忆起支援以来惊心动魄的救治瞬间，队长
许红阳百感交集：“我们所有的压力、动力、努力、尽
力，都是为了不留遗憾。”在救治中，无锡队在光谷
院区实现了“6个第一”：第一个设立防护班，实现
24小时防护监控；第一例经皮气管切开术，在病毒

“风口”完成操作；第一例床边72小时连续CRRT，
为危重患者清除毒素；第一次帮助兄弟医疗队完
成经皮气管切开；第一例胸腔闭式引流，缓解了危
重病人气胸的紧急状况；第一例完成床边纤维支
气管镜检查和治疗——这些，不仅需要精湛的技
术、过硬的心理素质、配合默契的团队协作，更重要
的是，需要面对巨大风险时挺身而出的勇气。

一早，队员们和往日一样来到病区，继续站好
最后一班岗，为最后两位患者办理出院、转院手
续。这两位患者均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他们的
核酸检测都为阴性了，但是伴有心衰等严重的基
础性疾病，无法转到社区隔离点，于是转入同济医
院中法新城院区继续治疗。病区清零后，经过消
杀等规范程序后，将恢复原有医疗秩序。无锡医
疗队带去的所有医疗设备将全部捐赠给光谷院
区。

送走最后一位患者，看到曾经一片繁忙的病
区，现在变得无比安静，回想49天来的点点滴滴，
副队长张燕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里，是我
们曾经的战场；在这里，我们播种希望收获平安；
在这里，短短几十天却承包了我几年的汗水；在这
里，结识了许多坚强的叔叔阿姨；在这里，认识了
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

“夜将尽、朝可期；山河无恙，你们安好，便是
我们回家之时。”这是仍在武汉坚守的132位无锡
白衣战士的铮铮誓言。

（记者杨明洁连线无锡医疗队 采访记录）

无锡二队病区

“清零”

武汉日志中国制造业重镇无锡，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快
速蔓延之时，正开足马力，全力驰援。检测试剂盒、
口罩、防护服、彩超仪、消毒液、药物、呼吸机控制板
……这些在国内“抗疫”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医
疗物资，正源源不断地从无锡工厂的生产线走向全
球抗疫战场。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仅口罩这一
类防疫物品，我市已有10家企业生产的约2000万
只口罩，出口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昨天，本报多路记
者来到部分工厂，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场景。

新吴区友城日本丰川市发出求援信息后的第二天，新吴
区就组织了5万只口罩分批发出，解了丰川友城的燃眉之急，
成为网上热议的一段佳话。新吴区反应如此迅速，其中一个
关键因素是有一家本土生产医用物资的企业——恒通医药卫
生用品有限公司发挥了“硬核”作用。在新吴区政府的大力支
持和精准服务下，恒通公司自疫情发生之初即快速复工，产能
急速爬升，口罩日生产能力从复工之初的8万只提升至现在
的20万-50万只。新吴区江溪街道的无锡联华日用科技有
限公司，从年初三起生产线就没停歇，全力生产消毒夜支持着
本市防疫工作。最近，该企业生产的5吨酒精消毒剂运往法
国，助力当地抗疫。

28日上午，红豆集团向柬埔寨王国捐赠100万只口罩。
从该集团了解到，如今的红豆相关工厂已经开足马力，生产口
罩、医用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得知多国超市纸巾等日用品出现
抢购潮后，还采购了纸巾、湿巾、卫生纸等日化品一同邮寄给海
外客商。

为助力全球抗疫，江阴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还将增加1条
全自动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刘斌锋介绍，目前，企业现有的4条
生产线24小时开足马力生产口罩，日产口罩30万只，“口罩已
经基本能满足本地需求，在海外防疫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们
决定驰援海外，出口日本、澳大利亚等国。”

本土制造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检测试剂已出口至泰国40万人份，除此以外，还
出口到了巴西、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家。”昨日，卡尤迪生物科
技宜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疫情发生以来，卡尤迪生
产的快速核酸检测试剂积极投身科技抗疫。截至目前，该企
业已在国内供应近10万人份试剂。此次国外疫情暴发后，企
业第一时间做好产品出口准备，完成了巴西、土耳其等多个国
家订单。为了提高检验效率，卡尤迪生物还组织科研团队进
行专项攻关。如今，新型研发的快速检测仪器可将原来1小
时的检测时长缩短至半小时。

三联生物生产的快速简便检测试剂驰援疫情最严重国家
之一的意大利。只需采集微量血清，2分钟不到就出新型冠
状病毒抗体检测结果，该企业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向意大利
米兰莱尼亚诺医院捐赠全自动微阵列化学发光SLXP-002C
设备2台，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2000人份，已投入
到当地医疗系统。就在本月，公司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IGM和总抗体检测试剂盒刚获得欧盟准入资
格，有了“CE”这种安全认证标志，产品能够在欧盟市场上自
由流通，公司正努力扩大产能，以助力更多国家和地区抗疫。

位于太湖国家度假区生物医药服务外包区的无锡博慧
斯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糖化血红蛋白
测试卡的医药企业，每年测试卡的生产量为400万人份，一
半出口国外……

生物医药研发生产专项攻关

大量物资源源不断从无锡口岸运往海外。为确保防疫
物资快速通关，无锡机场海关密切跟踪防疫物资进出口动
态，确保物资随到、随验、随放，快速通关，并对需实施查验
的货物，优先采用CT、X光机等非侵入式查验方式，减少开
箱检查比例。自3月14日无锡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放行首
批驰援海外的防控物资以来，截至目前，无锡机场海关已放
行出口口罩485.75万只、防护服1.266万件、护目镜5170
副。这些防疫物资从无锡飞往日本、新加坡、罗马尼亚、匈
牙利、波兰等国，共同筑造“防疫长城”。

无锡市邮政管理局也积极协调国际邮件快件寄递企
业，通过境外中转、增加包机、开辟航线等方式进一步打通
国际航空物流通道，为援外防疫物资运输添力。据不完全
统计，通过UPS、DHL、联邦、顺丰等快递公司，我市已陆续
将231.3吨防疫物资发往日本、比利时、英国、意大利、德
国、瑞士、法国等多个国家。

（集体采写）

全力以赴保障物流畅通

“未来60天，我们可以完成6万块呼吸机控制板。”昨
晚，经过与几十家零部件供应商的核算后，无锡华阳科技有
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亮向出口呼吸机的生产厂家负责人给
出了确切供货数量。

华阳科技是位于梁溪区扬名工业园的高新技术企业，从年
初三紧急复产以来，华阳科技开启了“7×24”模式，生产呼吸机
的核心零部件、有着“呼吸机大脑”之称的控制板。在抗击新冠肺
炎的战斗中，全国共向湖北提供了12000台呼吸机，其中一半由
江苏鱼跃医疗提供，而这部分的呼吸机全部使用华阳科技生产
的控制板。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全球扩散阶段，呼吸机成为抢
救重症及危重症病人的首选医疗设备，也是全球最为紧缺
的医疗物资。华阳科技出现了呼吸机控制板供不应求的状
况，今年2月和3月，企业生产的呼吸机控制板已是去年全
年的总和。接下来两个月，华阳科技还将生产6万块控制
板，产量再创新高，产品全部安装在用于出口的呼吸机上。
由于每块板子上有中央处理器、存储器、电容、二极管、三极
管等200多个元器件，涉及几十家供应商，受疫情影响，一
些国外的供应商已停产，无货可供。华阳科技想方设法，遍
寻国内库存，不惜以现金高价收购元器件，确保产能。

“无锡智造”提供了一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近
日，祥生医疗国际部接到意大利客户紧急来电，政府需要一批
笔记本彩超供ICU重症监护室使用。客户当天联系，第二天
要求将产品交货期、价格等所有信息发过去，并以最快速度交
货。对此，祥生医疗公司迅速成立意大利紧急救疫小组，并连
夜开会，协调生产部门加班加点生产，并火速组织发货。

“呼吸机大脑”成为国际紧俏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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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由影视加工制作向全产业链覆盖、
从规模化扩张到品牌化发展的“三迈进”。未来园
区还将与恒信东方、中手游合作开发《仙剑奇侠传》
等 IP 内容，形成“虚拟+现实、数字+创意、互联
网+文旅”的独特发展模式，打造集影视、网红、
VR、电竞于一体的场景型娱乐体验新文娱、新商
业业态，预计投资规模约30亿元。

恒信东方是我国数字创意产业领军企业之
一，目前旗下侠义文化已获得金庸先生的系列代
表作品如《碧血剑》《神雕侠侣》等影视剧、动画电
影、动画网剧、“射雕三部曲”室内体验馆独家改编
授权及“射雕三部曲”移动端游戏授权。中手游是
领先的全球化IP游戏运营商，拥有99个IP，涵盖
了《仙剑奇侠传》《大富翁》《轩辕剑》《航海王》《火
影忍者》等众多知名IP。

昨天的发布会上，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中手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华东区总部同时
入驻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江苏省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焦建俊，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袁飞，副
市长刘霞参加发布会。 （尹晖）

金庸武侠主题体验馆落地无锡

上接第1版>>>无锡日报、江南晚报官微粉丝量
近百万，2600平方米的集团融媒体中心去年建成
投入使用，致力于将集团媒体改造成具有信息集
聚、用户共享和服务连接能力的功能型传媒平
台。疫情期间，报业集团多次通过云发布服务为
无锡各类企业纾困解难，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和社
会稳定有序。

霞客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和谐共生，它
蕴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内心之间的和
谐关系。由金茂地产打造的霞客岛生态城地处长
三角几何中心、雄踞S1号线轻轨徐霞客站，未来将
无缝接驳无锡、江阴地区。霞客岛生态城以“一镇
三园万亩”的规划设计为核心，匠造徐霞客文化小
镇、徐霞客探险乐园、示范区，处处书写匠心营造。
该项目坐拥3800亩天然湿地资源，将是一处远离
喧嚣的理想之境，一个让人身心放松的栖息之地。

“5G直播”帮助各方突破固有圈层，描绘出产
品升级、跨界传播的美好愿景，霞客岛生态城为无
锡百姓呈现了诗意的美好人居。未来，希望更多
的房地产企业参与到未来媒体中心“5G房产发布
厅”项目中，共同引领房产发布新标准。

（葛惠、练维维）

引领无锡房产发布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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