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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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现任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
男，1976年9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
学历，江苏无锡人，1999年 8月参加工作，
1997年12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正处职干
部。

王海平，现任市监委委员、二级调研员。
男，1965年3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
宜兴人，1981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7月
入党。拟任市级机关正处职干部。

陈安新，现任市财政局副局长。男，
1966年9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
人，1989 年 7月参加工作，2001 年 8月入
党。拟任市级机关正处职干部。

谢海华，现任宜兴市副市长、公安局局
长。男，1970年8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研
究生学历，江苏江阴人，1989年12月参加工
作，1994年10入党。拟任市级机关正处职
干部。

邢益新，现任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二级
调研员。男，1970年10月出生，汉族，大学
学历，江苏南京人，1993年 8月参加工作，
2001年11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正处职干
部。

邱亚君，现任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男，
1977年10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江
阴人，2000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1月入
党。拟任市级机关正处职干部。

陈秋峰，现任锡山区委常委，锡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主持
日常工作）。男，1970年11月出生，汉族，省
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江苏无锡人，1992年7
月参加工作，1992年4月入党。拟任市直属
事业单位正处职干部。

赵波，现任无锡广电集团（无锡广播电视
台）副总裁（副台长）、副总编辑。男，1966年
10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
1989年8月参加工作，1987年9月入党。拟
任市直属事业单位正处职干部。

周斌，现任宜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男，1963年2月出生，汉族，省委
党校研究生学历，江苏宜兴人，1980年9月
参加工作，1983年1月入党。拟提名市（县）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边静玉，现任市纪委宣传部部长。女，
1977年1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
人，1999 年 8月参加工作，1995 年 6月入
党。拟任市纪委常委。

杨百海，现任市财政局副局长。男，
1977年5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山东日照
人，2000 年 7月参加工作，2006 年 9月入
党。拟任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

罗功新，现任市纪委监委组织部副部长、
一级主任科员。男，1985年8月出生，汉族，
研究生学历，湖南新化人，2008年8月参加

工作，2006年6月入党。拟任市纪委常委、
市监委委员。

杨铭，现任市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
主任。男，1965年6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江苏无锡人，1987年7月参加
工作，1985年11月入党。拟任市监委委员。

尤建东，现任市发展改革委组织人事处
处长。男，1975年1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
历，江苏无锡人，1997年7月参加工作，2004
年3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
用期一年。

萧晶，现任市教育局人事与师资处处
长。女，1975年12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
江苏无锡人，1997年8月参加工作，2002年
12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
期一年。

浦向民，现任锡山区财政局局长、党组书
记，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
男，1975年12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江苏无锡人，1998年7月参加工作，
1997年11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
部，试用期一年。

谷占彬，现任市财政局人事教育处处
长。男，1973年9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
吉林镇赉人，1995年7月参加工作，2010年
4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
期一年。

杨鑫，现任市应急局办公室主任。男，
1975年10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四川乐
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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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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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梅，现任市社会福利中心党总支副
书记、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女，1969年2
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扬州人，1987
年8月参加工作，2002年11月入党。拟任基
层副处级事业单位正职，试用期一年。

王悦，现任市退役军人局军休服务管理
处处长。女，1975年7月出生，汉族，省委党
校研究生学历，浙江嘉兴人，1990年9月参
加工作，2001年6月入党。拟任基层副处级
事业单位正职。

邵练荣，现任无锡市太湖新城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融资管理部部长，无锡市建设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无锡绿
洲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男，1981年
12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淮安人，
2008年 10月参加工作，2013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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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至2020年
5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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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

干 部 任 前 公 示

本报讯 “五一”期间，全市公安机关按照
部署要求落实强化各项安保措施，保持一半以
上警力值班备勤，有力保障了全市社会平安稳
定、治安交通秩序良好，未发生重大、有影响的
案件和事件。据了解，全市接报的违法犯罪警
情同比下降25.3%，其中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26.7%。

记者采访获悉，“五一”期间，全市实施社会
面巡逻防控高等级勤务，累计投入巡逻民警
8560余人次、保安辅警12290余人次，切实加
强对中心商务区、旅游风景区、地铁公交等重点
地区、重点部位的巡逻防控和安全守护力度，快
速反应、高效处置各类警情。各级公安机关认
真履职，主动作为，千方百计帮助群众、解决问
题。

其中，交警部门针对假期景区、高速车流
量、人流量大等特点，全体在岗在位，最大限度
将警力投放路面，及时发布实时路况，全力压事
故、保畅通。全市高速公路35个检查站、点全
部启用，市公安局每天组织机关警力470余人
次参加交通管理，对所有入锡通道进行全面管
控，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依法顶格处理。在灵
山、拈花湾、鼋头渚等各大旅游景区附近，加强
道路巡查、指挥疏导和交通应急处置工作。

（子秋）

全市公安机关圆满完成
“五一”安保任务

本报讯 今年“五一”是疫情防控常态化后
的首个假期。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小聚、休闲、
逛街，放松的心情又回来了。全市各商贸企业
在把防控安全放在首位，坚持每天按要求做好
各项防疫消毒工作、保持店内通风设备常开的
同时，使出浑身解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以流量经济带动假日消费。

“五一”本就是消费热潮涌动之时,家乐福、
欧尚、华润万家、大润发等大型超市不约而同折
扣均以五折起的超大力度回馈消费者。消费者
也很买账，各种买买买：华润万家销售额同比增
长超10%；欧尚超市销售额同比增长15%左右；
朝阳蔬菜批发市场日均成交蔬菜10000吨左右，
同比增长4.1%，5天成交水果11530吨，同比增
长4.6%；苏南水产城假期首日鱼、虾、海鲜等成交
就达到265.5吨，同比增长近30%。

“云消费”的特点在这个假期进一步凸显。
4月30日晚，一年一度的“无锡消费促进季”首
次在线上云启动，区长、局长化身“带货主播”，
现场“吆喝”赚人气，大东方百货、苏宁易购、天
鹏集团等8家企业主要负责人组成“带货天
团”，与网友进行云互动。3小时的直播吸引了
188万人次观看。紧接着，各商圈、商家也根据
自身特点，纷纷利用线上平台进行云销售，直播
带货成为今年锡城商家“五一”促销的主流。

一方面利用“云上的商圈”，拓展消费市场
新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消费券鼓励消费。梁溪
区直播发放了20万张价值千万的优惠券；锡东
新城首期发放了600万元电子消费券；万达广
场5月 1日至 5日每天600张消费券扫码抢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五一”期间，全
市重点百货企业客流量和销售额整体已恢复至
疫情前的75%左右。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一些商家还通过
多种手段，助力夜间经济加快复苏。西水东商业
街为夜市提供“满100减50”的专享福利。溪南
公馆商业休闲街区不仅推出了抖音大熊猫打卡
等特色活动吸引消费者驻足，还请来评弹表演家
和流行场乐队，通过传统曲艺和现代音乐相结合
的模式来集聚夜市的人气。一点点回归的烟火
气息，见证了无锡消费市场的活力。 （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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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五一’虽说放假5天，但感觉一下
子就结束了。”昨天，在锡山台湾农民创业园带着孩子
摘草莓的蔣女士意犹未尽地说。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后，错峰、限量、预约、有序成为这个“五一”假期旅游市
场的关键词，总体来看，今年无锡文旅市场以家庭自驾
游、本地乡村休闲游、周边游和亲子游为主。

记者获悉，截至5月5日16时，全市纳入监测的灵
山胜境、无锡影视基地、太湖鼋头渚、惠山古镇4家5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 17.4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966.23万元。

假期中，户外景区成为游客首选地，排名前3依次
为望江公园、灵山景区、竹海风景区。户外徒步亲子活
动尤其吸引游人，多条“网红”健身步道路线及户外亲子
活动的推出让市民游客有了出行新选择。“健身+赏花”
的近郊旅行方式让更多人打卡贡湖湾彩虹步道、环古运
河慢行步道、南青荡玫瑰步道等集生态改善、文化展示、
健身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健身步道，亲近自然，乐享花
海。此外，乡村旅游点受到青睐，排名前3依次为山前
嘉园、龙溪山庄、太湖第一峰。5月2日是“五一”期间游
客出行最高峰，其中，全市纳入监测的4家5A级景区共
接待游客4.8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17.55万元。

为保障大家安心出游，今年各大景区严格限流，出
示健康码、预约制入园等成为景区通行“密钥”。很多
游客表示，第一次感受到“走走停停”逛热门景区的感
觉，玩起来舒适又安心。

“五一”期间，无锡各大文化场馆共举办线上活动
10余场。市图书馆“线上悦读会”和“悦读、悦听、悦
览，码上同行”书单上线，开启假期阅读模式，吸引千余
名读者参与；市美术馆以“我们的文艺从人民中来”为
主题推出劳动节特辑线上展；市博物院和市文化馆制
作上线了一系列微课、慕课。

融合了各种精美文创的庙会市集、演艺巡游、非遗
体验，也进一步丰富了旅游产品内容，满足了游客个性
化旅游需求。拈花湾景区里寓教于乐的非遗展示悉数
亮相，既有花碟、蹬鼓、提线木偶等喜闻乐见的传统民
俗表演，也有平时难得一见的皮影戏、木偶变脸、三仙
归洞等非遗表演，还有投壶拾礼、手绘风筝、拈花团扇
等丰富的体验活动。鼋头渚推出的“遇见·鼋渚”水上
古韵游园活动，呈现出汉唐风采，三国水浒城精心演绎
的“遇见三国”、三国经典诵等令人沉醉于名著之旅。
游客们纷纷表示，今年“五一”假期，预约制参与让游玩
更有“安全感”。 （陈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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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五一”，别样精彩

摄影：卢易、宗晓东

上接第1版>>>但在枢纽经济发展上还需完善
空港集疏运体系、优化港口基础设施、提高物流
园区亩均税收等。加快发展“三大经济”，必须
扬无锡之长、补无锡之短，使新经济发展的源泉
充分涌流、活力充分释放。

放眼世界，新经济发展正呈现出方兴未
艾的发展态势。聚焦国内，以北上深杭等城
市为引领、部分区域中心城市竞相追赶的新
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对于无锡来说，点
亮新经济、催生新动能，是推动城市战略转
型、经济变道超车、重塑竞争优势的不二选
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既是无锡产业强
市的关键期，也是加快发展“三大经济”的黄
金期，只有把准航向，做好集聚集群、创新引
领、深度融合、示范应用、合作共享这几篇大
文章，才能确保无锡的新经济在正确轨道上
不断前进。一方面要建好建强集聚区、特色
园区，做优做强产业链、产业集群，创新体制
机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另一
方面要推动“三大经济”与其他产业以及“三
大经济”之间的融合发展，推动各类新技术、
新产品、新模式示范应用，加强区域间合作共
享，不断提升无锡新经济的“当量”，使之真正
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支柱。

新经济有如融合剂、催化剂，在促进自身
裂变创新的同时，还有着巨大的渗透和溢出效
应，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牵引作用。
我们要紧紧抓住信息产业变革的大机遇，更好
发挥数字赋能、总部引领、枢纽支撑作用，在新
经济发展上取得更大突破，加快打造新的增长
点增长极，走出一条具有无锡特色的新经济发
展之路。

把准航向，激发新动能

上接第1版>>>积极争取无锡海关和省红十字
会支持，合力打通境外捐赠物资免税快速通道，
实现境外捐赠物资“零延时”。据统计，疫情期
间共办理37批次境外防疫捐赠物资快速通关，
办理数列全省第一。

据市红十字会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共计拨付捐赠款
4684.32万元，占接收总量的96.5%，拨付所有
捐赠物资均于第一时间送达抗疫一线，累计公
示65期1468笔，真正做到接收零差错，分配零
积压。

越是艰难险阻，越要众志成城。在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全市红十字志愿者舍小家为大
家，在凛冽寒风中投身防疫最前线，发挥着自身
专业优势，安全有序地开展人道志愿服务。为
了保障城市各主要卡口监测点防疫工作人员安
全有效地展开工作，按照一级响应措施要求，无
锡市及宜兴市两级红十字会第一时间调拨和搭
设了36顶帐篷，新吴区红十字会在硕放机场为
境外人员入境检测分流站搭建防疫帐篷，为他
们送上温暖。不仅如此，市红十字会还组织了
3172名红十字志愿者深入街道社区，开展防控
知识宣传、公共场所消毒，协助做好医学观察点
联络、监测站值守、重点城市返锡人员摸排、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等工作，累计服务49.4万小
时。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抗疫工作者放下
包袱安心工作，我市红十字会还主动为援鄂医
务人员办好“暖心事”，参与民生保障20条，将
特困人员纳入救助范围。据悉，市红十字会共
为347名抗疫一线人员发放慰问金249.04万
元，其中援鄂抗疫工作者每人1万元。江阴市
红十字会为677名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发放慰问
金200万元。疫情期间，我市红十字心理援助
热线24小时开通，一支由心理救援专家组、心
理救援医疗队和心理援助热线工作组构成的
120余人的无锡市红十字心理应急救援队为市
民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截至目前，共提供
心理咨询500次，单独心理危机干预20余人，
获得不少市民认可。

（王晓寻）

红十字会拨付疫情防控
捐赠款物累计7440余万元

上接第1版>>>让无锡人找得到乡愁记忆、
又看得到时代芳华。

从西汉设县建城以来的2200多年间，梁
溪一直是无锡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商贸中
心。作为无锡的“核”和“根”，老城厢如何尊
重历史、把握未来，做到“老而美”“老而靓”？

梁溪绘出了一幅“一城一河一路”的规划
图景。

这几天，一个新名词——“梁溪创新新城”
让地处梁溪北部的街道和社区拍手叫好。新
城将开发建设广益、黄巷、通江、广瑞路、上马
墩、江海六个街道和部分北大街街道区域，共
28平方公里，彻底改变这一区域“全市产业最
薄弱、设施最薄弱、环境最薄弱”的面貌，构建
生产、生活、生态紧密融合，充满活力的梁溪创
新新城，积极争创省级乃至国家级创新区。

这几年，中山路的管理者们一直在思考
如何让这条老路重构黄金商圈。区商务局局
长陈萍让构想跃然纸上：重点围绕高端楼宇、
平面街区、地下枢纽三大空间层级载体，按

“上天入地持中”思路，向高处要质量、向深处

要人气、向平面要效益，启动“空中连廊”建
设，以中山路商贸万吨巨轮的集结整合为引
领，全面重构多层次、立体化的都市新商圈。

创新新城和中山路代表着梁溪的时代芳
华，古运河则是梁溪的乡愁记忆。为保护好
无锡目前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梁溪花大力
气真实完整地保护运河水体、文化遗存、空间
格局等重要元素，彰显“江南水弄堂、运河绝
版地”的历史风貌。

江南古运河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任
陈志刚说，梁溪正充分利用创建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契机，加快建设12.8平方公里江南古运
河旅游度假区，把沿河分散的景区、街区“串珠
成链、闭合成环”，着力推动“梁溪集美·山海美
境”项目建设，引入邱启敬、谭盾、梁建国、李玉
刚、王鹏等大师工作室，讲好“梁溪故事”，做好
文创品牌，努力把“唯一”转化为更多的“第一”，
使古运河精华段发挥出精华效益。

提升治理水平 优化公共服务

创造群众满意的社会环境

梁溪人口密度达1.35万人/平方公里，全
市最高。住宅小区种类多、外来人口多、困难
群体多、老年人口多，这些都给社区治理实现

“老而优”的目标带来不小挑战。
黄钦殷切希望，梁溪要加大优治理、增供

给、补短板的力度，塑造符合现代都市区标准
的优质生活环境，使梁溪成为名副其实的幸
福美好家园。

教育、卫生和养老一直是梁溪群众最为
关注的社会事业，面对分布不均、结构不优的
现状，秦咏薪表示，梁溪一方面将扩容升级，
深入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和“新三名”战略，积
极推进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扩大
名校、名师、名院、名科、名医和优质养老机构

的供给规模；另一方面优化布局，加大对卫生
服务薄弱地区、入学矛盾重点地区、老年人集
聚地区的投入，深化集团办学、紧密型医联体
建设以及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让
人民群众更便捷地享受优质教育、卫生、养老
服务。

百姓的幸福感也与社区治理水平密切相
关。在全市率先实施“全科社工”模式的广益
街道金和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瑶认为，社区治
理的“梁溪模式”体现在精准把握不同小区和
人群的治理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升级硬件设
施、调整管理机制、建强社会组织，推进社区
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由于历史的原因，梁溪在生态环境方面
欠账较多。今年，梁溪还将千方百计在断面
水质达标、大气污染防治等“硬指标”上取得
突破，确保到年底全区无劣Ⅴ类水体，Ⅳ类水
达到30%以上，Ⅲ类水达到10%以上，建好
口袋公园、生态廊道和沿河景观带。

（本报记者 卢易）

梁溪：让老城厢散发新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