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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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祥，现任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副局长。男，1978年9月出生，汉族，
大学学历，江苏宜兴人，2000年8月
参加工作，1997年6月入党。拟任市
直属事业单位正处职干部，试用期一
年。

夏明海，现任市纪委监委法规研
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办公室副主
任。男，1979年6月出生，汉族，大学
学历，江苏海安人，2001年8月参加
工作，2007年1月入党。拟任市级机
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欧华，现任市纪委监委第二监督
检查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男，1972
年1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湖南麻
阳人，1990年12月参加工作，1993年
5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
部，试用期一年。

苏太平，现任市纪委监委第八审
查调查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四级调
研员。男，1966年2月出生，汉族，中
央党校大学学历，江苏南京人，1986
年 7月参加工作，2001年 9月入党。
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
年。

姜殿祥，现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组织人事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男，
1969年4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
苏涟水人，1988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95年1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
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尹晓旭，现任市委机要保密局四
级调研员。男，1978年8月出生，汉
族，大学学历，湖北荆州人，1999年7
月参加工作，2002年6月入党。拟任
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华向阳，现任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党委书记、处长。女，1968年5月出
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
1986年8月参加工作，1991年6月入
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
期一年。

王朝晖，现任市信访局督查室主
任、一级主任科员。女，1968年11月
出生，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天津
人，1989年8月参加工作，1998年11
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
试用期一年。

缪建平，现任新吴区新安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男，1985
年9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泰
州人，2008年7月参加工作，2005年
12月入党。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
部，试用期一年。

吴文勤，现任市委党校教务处处
长。男，1973年3月出生，汉族，省委
党校研究生学历，江西临川人，1997
年 7月参加工作，2003年 7月入党。
拟任市级机关副处职干部，试用期一
年。

江城，现任江阴市利港街道党工
委书记，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机械装
备产业园党委书记（兼）。男，1976年
1月出生，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
历，江苏江阴人，1999年8月参加工
作，1998年10月入党。拟任省级以
上开发区副处职，试用期一年。

顾志强，现任江阴市月城镇党委
书记。男，1969年3月出生，汉族，大
学学历，江苏江阴人，1992年8月参
加工作，1991年12月入党。拟任省
级以上开发区副处职，试用期一年。

周东（曾用名周东东），现任宜兴
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二级主任科
员。男，1974年10月出生，汉族，中
央党校大学学历，浙江诸暨人，1996
年 8月参加工作，1996年 6月入党。
拟任市（县）区纪委副书记，推荐提名
为监委副主任人选。

杨高明，现任市纪委监委第七纪
检监察室副主任。男，1971年4月出
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

1989年11月参加工作，2000年5月
入党。拟任市（县）区纪委副书记，推
荐提名为监委副主任人选。

孙俊伟，现任梁溪区纪委常委、监
委委员、二级主任科员。男，1978年4
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江苏无锡人，
2000年8月参加工作，2004年12月
入党。拟任市（县）区纪委副书记，推
荐提名为监委副主任人选。

马韶军，现任锡山区监委委员。
男，1973年5月出生，汉族，中央党校
大学学历，山西壶关人，1992年12月
参加工作，1996年12月入党。拟任
市（县）区纪委副书记，推荐提名为监
委副主任人选。

张志强，现任梁溪区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
男，1970年 9月出生，汉族，大学学
历，江苏阜宁人，1988年12月参加工
作，2000年1月入党。拟任市（县）区
纪委副书记，推荐提名为监委副主任
人选。

公示时间为：2020年5月31日至
2020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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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干 部 任 前 公 示

本报讯 昨天，朗新科技产业园
奠基暨开工仪式在无锡高新区举
行。副市长刘霞、高亚光，副市长、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蒋敏
出席活动。

朗新科技产业园位于慧海湾物
联网小镇中心区域，占地面积约136
亩，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分三
期建设，建成后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超
过12亿元。其中一、三期将被定位
为朗新科技集团科研办公、培训孵化
中心；二期将用于朗新科技产业园综
合服务配套中心。产业园建成后，以

人才和产业集聚为目标，将作为朗新
科技集团“总部基地”，带动朗新科技
集团现有30多家合资及控股子公司
及上下游生态圈合作伙伴入驻协同
发展，可集聚约8000名科技人才；同
时积极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孵化
器、加速器、数字经济人才实训基
地。产业园将形成从理论到研发再
到实践的产业互联网发展闭环。

据悉，朗新科技产业园计划于
2025年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产业
园（一期）项目计划于2021年底建
成。 （小张）

朗新科技产业园奠基开工

本报讯 昨天，江阴高新区“主
题产业园”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
195亿元，江阴集成电路设计创新中
心、中信泰富特钢主题产业园、比利
时马克托与兴澄特钢合作耐磨新材
料等共16个项目成功落户。副市
长、江阴市委书记王进健参加活动。

当天签约的16个项目中有一半
以上的项目涉及集成电路产业。其
中，江阴集成电路设计创新中心的成
立，更是体现了国内顶级科研院所对
江阴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认可和支
持，该项目将依托中科院微电子研究
所的一流技术实力以及江阴在集成

电路封测领域的优势资源，打造全过
程、全要素的集成电路项目孵化体
系，力争建成国内一流的核心基地、
世界尖端的创新中心。

据悉，SiP芯片及模组研发、微
波芯片封装产品产业化、AI生物识
别算法芯片及指纹识别传感器研发、
嵌入式CPU及操作系统研发、物联
网核心芯片研发与产业化等5个项
目成为江阴集成电路设计创新中心
的首批入驻项目，项目投产后将助推
江阴加快形成集成电路封测产业生
态圈。

（唐芸芸）

江阴高新区
“主题产业园”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文
明办、市公安局在大剧院广场
联合举办“戴头盔，安全行”电
动自行车安全出行主题活动启
动仪式，并向市民赠送安全头
盔（右图）。活动现场，无锡交
警通过“快板说安全”、现场演
示如何戴头盔等多种形式，向
市民普及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
性。

据悉，交警部门将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答题有奖赢头盔”
线上活动，奖品为电动自行车
安全头盔1500个。市民只要
登录“无锡交警”微信公众号，
点击“警民互动”，找到“答题赢

头盔”即可参与。10题全部答
对就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
天每人最多有一次抽奖机会，
如果没有抽到可以第二天继续
参与答题抽奖。须提醒市民的
是，如果抽中后需要在7日内
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指定地点领
取奖品。

活动当天，1500顶头盔全
部赠送完毕。下阶段，交警部
门将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安全
管理，重点整治骑乘电动自行
车不戴头盔、超速、闯红灯、逆
行、驶入机动车道、违法载人等
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

（杨柳 文/还月亮 摄)

戴头盔 安全行
市民可在线上参加“答题赢头盔”活动

本报讯 “措施上了不少，但总
体效果并不明显，恳请市局对滨湖区
臭氧治理开展技术帮扶。”昨从市生
态环境局获悉，这一声基层求助，直
接推动了我市首份夏季涉VOCs排
放重点工业企业帮扶新政出台。本
月，市区349家VOCs排放量大于
10吨/年的企业将享受免费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帮扶，12位臭氧治理专
家将上门“会诊”，为这些“排放大户”
开出“一企一策”的VOCs减排“处
方”，助力企业科学治气、精准治气。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人士介绍，挥
发性有机物是生成臭氧和PM2.5的
前体物，此次“治挥发”专项帮扶将治
污“礼包”直接送上门，全力以赴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我市共邀请了12名
臭氧治理专家，他们有的是江南大学
教授，有的是无锡环保企业创始人，
大多是环评工程师，均有着10年以
上的现场指导经验。

相关人士介绍，前期排查发现，
我市349家VOCs“排放大户”中，新
吴区171家、锡山区82家、惠山区73
家、滨湖区14家、梁溪区7家、经开
区2家。专家团队将逐一对这些企
业的物料存储、转移输送、工艺流程、
设备与管线组建以及敞开液面等无
组织排放环节，进行现场把脉会诊、
系统评估，从而找准其挥发性有机物
治理的“病灶”，对症施策，确保企业
在本月底前完成整改。 （马雪梅）

首批349家企业
今起享“治挥发”帮扶

本报讯 不少市民近期都有同样
的感受，建筑工地“外观”变漂亮了，高
高的绿植围挡里，施工不影响城市环
境，有些工地因为围挡颜值提升，为周
边环境加分不少。施工环境的变好源
自我市近期开展的建筑工地围挡整治
提升专项工程，记者昨从市住建部门
获悉，目前市区直管的102个项目已
完成围挡整治提升，各板块围挡整治
也在全面推进中，其中梁溪区已完成
升级改造项目 30 个，“上新”围挡
9000多米。

昨日午后，在地铁4号线一期蠡
湖大桥站项目工地外围，流动的碧波
绿水，起伏的山川丘陵，柔软的绿色植
物被一起“移植”到了工地外墙上，微
风吹过，围挡上的风景与远处的摩天

轮和蠡湖风光构成一处城市景观。“不
仅遮挡施工区域，也是道路景观。”一
车主摇下车窗赞道。据地铁资源开发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标段围挡采
用了新型的装配式围挡技术，取代了
原先的临时性夹芯板围挡，不仅更美
观，工程结束后，还可以移到其他工地
重复利用。

“驱车行驶在经开区，具区路、和
风路上的几处已开工住宅项目，高达
3米的绿植围挡搭配白色或者金色
亚克力材质城市宣传语，白天是一面
立体的绿色屏障，夜晚亮起灯光，成
为都市夜景。”市住建局质安处负责
人介绍，目前，全市主要路段已开工
建设的工地基本完成了围挡提升改
造，新开工项目全部按最新要求，符

合条件的工地围挡高度均不低于3
米，一些开发商自身重视品牌形象，
在达标的基础上增加美化，比如增加
仿真绿植，设计镶嵌代表城市特色的
元素等。

围挡是建筑工地的“门面”，不仅
好看，还要实用。“注重实用性兼具功
能性的围挡在此轮整治中应运而生，
装配式围挡施工效率高、方便架设转
移，可满足工程灵活围合和道路交通
导改需求。”住建部门人士介绍，一些
有特色的创新型围挡，比如同时加载
降尘喷淋设备的多功能围挡、用于短
期工程的一次性围挡等将在后续整改
中推广。

整治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难题。据
梁溪区质安站负责人介绍，部分工地

的围挡高度不统一，下部接地收口处
理不完善，围挡与工地大门过渡处衔
接突兀，围挡仿真绿植固定不贴紧、不
牢固，有些工地为了提升视觉效果增
加围挡高度，但因节省成本，围墙地基
未重新做，遇到风雨天极易产生安全
隐患。

据悉，截至昨天，全市各区已形成
首批示范性围挡，一些尚不达标的项
目还将督促其提升整改。下一步，住
建部门将以围挡整治提升为起点，全
面启动文明施工提升行动，包括工地
道路硬化，防噪防尘，整治规范出入口
周边环境、占道施工、渣土运输、材料
堆放等，树立文明施工的“无锡样
板”。

（孙倩茹）

城区百余个工地围挡完成提标
功能增多，颜值提升，助力城市环境变得更优美整洁

5月31日，40名无锡报业全媒体小记者与两名援鄂归来的抗疫英雄
董文霞和程浩然深情对话。活动中，董文霞和程浩然讲述了自己驰援武
汉过程中的亲身经历，告诉小记者“自我认同”的重要性，在学习生活中需
具备责任心和自信心。 （杨涵 文/还月亮 摄）

小记者 战“疫”大英雄对话

戴头盔 安全行
市民可在线上参加“答题赢头盔”活动

上接第1版>>>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
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各级
党委和政府、全社会都要关心关爱少年

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
件。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要着眼培养能
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顺应
时代发展，不断改革创新，积极开展工
作，为党的少年儿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
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

上接第1版>>>擦亮“无难事、悉心办”营商环境
品牌，展示“太湖明珠、江南盛地”良好城市形
象。三要防范化解外事领域风险，牢牢把握涉外
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提升涉外服务水平，
践行外事为民理念，积极为企业、留学生等提供
服务，确保境外企业、人员人身财产安全；提升应
急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我市《涉外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

会议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外事工作
的生命线。各级党委要扛起党管外事的责任，
把外事工作摆上重要议程进行谋划推进，确保

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省委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要加强对外事工作的统筹
谋划，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服务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要协调处
理和督促落实涉外事项。各成员单位要强化

“一盘棋”意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共抓
外事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加强队伍建设，打造
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纪律严”的外事
干部队伍，为开创外事工作新局面提供坚强人
才保障。

（茗柏）

全面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高质量抓好无锡对外工作
为夺取“双胜利”提供更加坚实的外事力量

上接第1版>>>市检察院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有利于及时发现严重侵
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苗头，有效阻止严重侵害
未成年人恶行案件的发生。团市委联合市禁毒
办开展了2019年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双百计

划”，广泛宣传禁毒法治教育。去年全市共有
842名未成年人得到法律救助，较上年增加198
人，儿童法律保护机制日趋完善，违法犯罪有效
减控。

（马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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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频使用中破解应用落
地难点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人士表示，作
为物联网产业规模在全国领先的城市，无
锡的另一重使命是通过特色小镇的建设，
把物联网产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起
来。鸿山小镇被寄予厚望。

“鸿山原本是一个以农业和旅游业为
主的市镇，物联网小镇的建设无疑加快了
其产业转型的步伐和城市化的进程。”小镇
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鸿山，“飞凤平台”接入

城管、环保、排水、燃气等城市基础设施神
经节点超过2000个，“鸿山每一处基础设
施建设都规划并不同程度地使用了物联网
技术，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

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伴随着难点的攻
克。鸿山的地理位置并不在人口流动大的
地区，许多应用缺乏高频次的应用场景，

“新技术的全面铺开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如果应用未达到一定的量级，对政府和
企业来说，就要面对有效平衡投入和产出
比、确保持续发展的问题。”再者，鸿山小镇
的整体规划是以旅游度假区为主体来推
进，但目前为止尚缺乏一个大体量的旅游
项目引领带动，“应用层面关照的是人的获

得感，这不仅需要人口导入来实现一定基
数的小镇居民，还需要持续不断在各个生
活领域的投入。”

碎片化应用，缺乏重大项目、企业引
领，是小镇建设过程中需要规避的问题，也
是鸿山着力的关键点。去年12月，航天科
工与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鸿山布局
建设创新及产业化应用基地，计划引进航
天长峰等15个安全领域的国家队项目；近
期，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安全平台一期、橙色
云OrangeCDS-工业产品研发设计协同平
台等多个项目在启动建设。“鸿山小镇的定
位应该是一个产城融合的智慧小镇，小镇
终极形态是怎样的，仍处于摸索过程中，相
信随着无锡物联网从产业到应用的纵深发
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区域级、城市级应用诞
生。”

物联网三镇的“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