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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方便
群众反映诉求，现将 2020 年 8月
份入驻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开展
联合接访的部门和时间安排公示
如下：

一、接访时间

上午9：00-11：30

二、接访地点

无锡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内
（太湖新城和谐道1号）

三、日程安排

1、星期一至星期五：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公安局

2、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市
纪委监委机关、市自然资源规划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3、星期一、星期三：市教育局
4、星期二、星期四：市城管局
5、星期二：市生态环境局
6、星期三：市人大办公室、市

司法局
7、星期四：市民政局、市卫生

健康委
8、星期五：市人民检察院、市

地方金融监管局
9、8月18日（星期二）：市农业

农村局、市国资委
10、8月11日（星期二）：市交

通运输局
11、星期一、星期四：律师开展

法律援助、义务提供咨询

无锡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2020年7月27日

2020年8月
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各进驻部门接访安排

地 区 江阴市 接访地点：市矛调中心 宜兴市 接访地点：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日 期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8月6日（星期四） 袁秋中 主持江阴市委统战部工作，负责党建、精神文明建设、机关作风建设、民族宗教、对台工作、 张 毅 行政审批、政务服务、政务公开、机关事务、民政、退役军人事务、双拥、预备役、征兵、司法、信访
工商联、侨务工作，分管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发、社区建设、市委办、机要保密、接待、档 稳定、对口支援方面工作
案史志工作

8月13日（星期四） 吴 芳 主持江阴市委政法委工作，负责政法、依法治市、信访稳定、社会治理、农业和农村、对口 沈晓红 负责宜兴市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文化旅游工作，协助周中平同志分管意识形态和群团工作
支援工作

8月20日（星期四） 虞卫才 负责民政、司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退管、双拥、退役军人事务、人民武装、国防动员、 朱晓晔 负责宜兴市委政法委工作
政务公开、机关事务、民族宗教、地方志、档案工作以及与人大、政协联络方面工作

8月27日（星期四） 张韶峰 负责教育、商务、口岸、文化、旅游、体育、广播电视、行政审批、政务服务方面工作 周 斌 商务、招商引资、服务业、市场监管、物价、外事、侨务方面工作
地 区 梁溪区 接访地点：区信访局 锡山区 接访地点：区信访局
日 期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8月6日（星期四） 朱 刚 负责发展改革、重大项目、社会信用、物价、协税护税、商务、外资外贸、招商、军民融合、 徐涵明 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征收拆迁、开放型经济、城乡规划、国土资源、交通运输、招商
统计方面工作 方面工作

8月13日（星期四） 张 琦 负责民政、退役军人事务、双拥、卫生健康方面工作 言国强 负责区统战部工作，分管改革、党建、机要保密、农业农村等工作
8月20日（星期四） 孙林祥 主持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监察委员会工作，负责纪检、监察、巡察工作 徐 悦 负责区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意识形态和宣传文化工作
8月27日（星期四） 周皖红 负责群团、教育、卫生工作，分管总工会、团区委、妇联、残联、红十字会、科协工作 周文伟 负责区人武部工作

地 区 惠山区 接访地点：区信访局 滨湖区 接访地点：区信访局 新吴区 接访地点：区信访局
日 期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领导姓名 分管工作

8月6日（星期四） 徐胜祥 负责公安、司法、信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工作 殷 毅 党建、人才、干部、党校、农村工作 刘 霞 主持宣传部工作，负责意识形态、宣传、网信、重大节庆、文化产业和事业、
文明创建、体育、旅游等工作，分管吴博园建发公司

8月13日（星期四） 顾文龙 负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经济、商务、口岸、退役军 周俊鹏 文体旅游、市场监管工作 朱晓红 负责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大数据管理、民营经济、创新创业、行政审批、上
人事务、民政、老龄、双拥、邮政方面工作，协助分管区机关事 市金融等工作，分管科技局、工信局、行政审批局、科协、科创中心、新投集
务管理、外事接待工作 团、太科园投开公司、高新风投公司、创友担保公司、智慧新吴公司

8月20日（星期四） 邓加红 主持区委组织部工作，负责组织、干部、人才、编办、老干部、 倪守红 舆论宣传、创建工作 丁洪军 主持财政局工作，分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拆迁等工作，协助封晓春同志
机关工委、对口支援工作 分管财税、国资工作，协助洪延炜同志分管土地储备工作，分管人社局、新

新人力公司
8月27日（星期四） 吴建明 主持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监察委员会工作，负责纪检、监察、 徐新宇 卫健、文体、教育、旅游工作 李伟敏 负责教育、民政、卫生健康、退役军人事务、双拥等工作，分管教育局、民政

巡察工作，分管区委巡察办 卫健局、退役军人局、残疾人联合会、红十字会、老促会、慈善会

2020年8月各市（县）区党政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
接访时间：上午9：00-11:30

接待地点:太湖新城和谐道1号 接访时间：上午9：00-11:30
部 门 日 期 领导姓名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8月12日（星期三） 陈 艳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8月26日（星期三） 孙晓鹏
市卫生健康委 8月13日（星期四） 丁 胜
市司法局 8月19日（星期三） 李永军
市民政局 8月20日（星期四） 杨守银

部门领导在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接待安排

2020年8月市有关部门党政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

接待地点:太湖新城和谐道1号 接访时间：上午9：00-11:30
接待日期 领导姓名

8月12日（星期三） 郑 逸

涉法涉诉中心接待安排

接访时间：上午9：00-11:30
日期及领导姓名

8月6日（星期四） 8月20日（星期四）
市人民检察院 崇宁路11号 丁正红 王 卫
市公安局 高浪路58号 王国强 缪小展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瑞路2号 陆 秦 蒋天成
市生态环境局 周新东路123号 萧宇青 彭红宇
市城管局 湖滨路653号 王 琦 周立军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中南西路280号 徐水辉 涂 轶

8月5日（星期三） 8月19日（星期三）
杨志钢 陈靖宇

其他部门领导接待安排

部 门 接访地点

市中级人民法院 崇宁路50号

接待地点: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梁溪区崇宁路19号） 接待时间：上午9：00-11:30
接待日期 领导姓名

8月10日（星期一） 张文新

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接待安排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8月 1日电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0”“坦克两
项”坦克车组比赛、“开阔水域”舟桥部
队比赛的北部战区陆军某部官兵，8
月1日携带相关装备和弹药物资，从

满洲里车站乘铁路列车先行出境，前
往俄罗斯莫斯科比赛场地。即日起，
中国赴俄罗斯参赛官兵将从满洲里、
乌鲁木齐等地分批出发，乘坐军用运
输机和铁路列车前往各项目赛区。

据介绍，“国际军事比赛－2020”
将于8月23日至9月5日在俄罗斯、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等国
举办，中国陆军、空军将赴俄罗斯参加
6个项目比赛。其中，陆军部队参加

“坦克两项”坦克车组、“安全环境”核
生化侦察组、“汽车能手”汽车兵、“侦
察尖兵”侦察班组、“开阔水域”舟桥部
队等5项比赛，空军部队将参加“空降
排”空降兵分队比赛。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
者1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当日今
年第3号台风“森拉克”在西北太平
洋洋面上生成，国家防办、应急管理
部召开防汛防台风会商研判会，进
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森拉克”防御和
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受台风“森拉克”及季风带来强降雨
影响，8月1日至6日，华南南部部
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西
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
及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先
后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第3号台风生成

据新华社伦敦 7 月 31 日电
卫冕冠军特鲁姆普7月31日艰难
逆转经历资格赛考验的福特，以
10：8的比分第一个晋级斯诺克世
锦赛第二轮。中国头号球手丁俊晖
对阵马克·金，以5：4暂时领先。

因新冠疫情暴发而推迟了 3
个多月的斯诺克世锦赛当日在谢
菲尔德揭幕。由于英国政府为应

对疫情反弹紧急叫停本将于8月
1日起进一步放松管制措施的计
划，这一之前被选为观众入场试
行赛事的比赛只得在首日接待少
量观众后，自8月1日起改为闭门
比赛。

本报讯 斯诺克世锦赛8月1
日继续进行，丁俊晖最终以10：9
艰难战胜马克·金，晋级第二轮。

斯诺克世锦赛揭幕

丁俊晖晋级次轮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7月31日发
布报告，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

“稳定”下调至“负面”，同时维持美国
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为“AAA”。

惠誉说，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展望至“负面”，以反映美国公共财政
的持续恶化和可靠财政整顿计划的
缺位。

惠誉认为，新冠疫情之前，债务
和赤字高企就已“腐蚀”美国的主权
信用。疫情冲击之下，美国出台财政

刺激等措施，进一步推升债务。11月
总统选举在即，财政政策走向一定程
度上依赖于选举结果，存在政策僵局
持续的风险。

报告预计，到2021年，美国政府
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超
过130％。

分析人士表示，评级机构相关展
望可能对其后续评级决定有所影响，
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短期内面临降
级风险。 （新华社稿）

美评级展望下调

据新华社石家庄 8月 1日电
7月31日19时12分，120岁的秦皇
岛南山头灯塔如约亮起。耀眼的光
束穿透夜空，为海上来往航船指引
方向。当天，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这座百年灯塔也随之正式并入北斗
系统。

始建于1900年的南山头灯塔
位于沿海城市河北省秦皇岛，是一
座综合性助航设施。今年7月初，

北海航海保障中心秦皇岛航标处为
南山头灯塔更换了具备北斗技术的
国内第二代自主研发灯器。

目前，秦皇岛港包括灯塔、陆地
导标、海上浮标等在内的所有公用
助航设施，已实现北斗系统全覆盖，
大幅度提高了航海保障能力。

秦皇岛港1898年开埠，是全国
最大的输煤港口，每年有大量的大
型船舶进出港作业，南山头灯塔是
秦皇岛地标建筑之一。

百年灯塔并入北斗系统

“八一”升国旗仪式
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 8月1日清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昂

船洲军营举行了升国旗仪式，雄壮的国歌响
彻维多利亚港之畔，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
扬。驻军官兵整齐列阵、精神抖擞，面向冉
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庄严敬礼，热烈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 （新华社发）

中国陆军首批参赛官兵启程赴俄携带相关装备和
弹药物资先行出境

新华社新德里8月1日电 印度
旁遮普邦政府部门官员8月1日说，
自7月29日以来，该邦假酒事件造成
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62人。

此前，旁遮普邦政府部门7月31
日发表声明说，假酒事件造成至少21
人死亡。

旁遮普邦首席部长阿马林德尔·
辛格已下令对假酒事件展开调查。截
至目前，警方已逮捕10名与此案有关
的嫌疑人。

印度农村经常发生不法商人兜售
假酒导致中毒死亡的案件，这类假酒
常掺兑工业酒精。

印度假酒事件

由“稳定”降至“负面”

7月31日，一架消防直升机在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阿祖萨附近的天使国家森林参
与灭火工作。美国南加州多地近日来遭遇
高温，山火险情不断。 （新华社发）

山火肆虐

死亡人数升至62人

上接第1版>>>未来的能源采掘与
智能制造领域会出现更多“无锡制
造”的镁合金产品。

产学研合作由来已久，形式多
样，各界也一直在探索效益与生命
力兼具的合作模式。“从双方各自的
角度看，相互解决各自痛点、难点问
题才能实现长久合作。”徐瑞福介
绍，科研院所配备的设备仪器大多
数属于实验室级别，不适应产品中
试需求。潘复生院士研制一款镁合
金产品，但学校的500吨级挤压机
远远达不到试验要求，中福镁铝拥
有一台3600吨级的装备，顺利帮助
院士取得理想的实验参数与产品。
究其原因，双方成为了“命运共同
体”：专家帮助企业解决科研难题，
企业则为专家解决学校所不具备的
科研装备，互惠互利，共同进步，这

也是惠山长期摸索后形成的“院士
经济”模式的重要内涵。

任何时候，人才都是最重要的资
源。每个院士的背后都是一整个科研
团队。自从和无锡结缘，潘复生每周
都要与企业通电话，一有空就会到现
场指导项目进展。“在实践中找问题、
解决问题，教授有了更多的用武之
地。”他认为，院士工作站的存在，在科
研成果和产业发展间找到了一个很好
的结合点。随他而来的，是一支由教
授、博士组成的10余人科研团队，以
及络绎前来的重庆大学实习生。他们
与企业技术人员同吃同住，随时就科
研攻关中遇到的问题碰头商讨。“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太阳能镁合金支架
产品顺利面世，今年就会有小批量产，
顺利的话还能抢占这一广阔民用市场
的先机。”徐瑞福难掩兴奋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