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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倪 晶）4月 22
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
明确根据全国普通高考时间安排，
结合江苏实际，确定了今年我省8
项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相关时间。

今年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安排在5
月9日至10日；高职院校提前招
生文化测试，安排在5月11日；普
通高校对口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单独招生文化统考，安排在5月
23日至24日；普通高校“专转本”
选拔考试，安排在5月24日；高考
时间为7月7日至9日；普通高校
招生艺术类现场校考，安排在高
考后两周内举行；普通高校对口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单独招生专
业技能考试，安排在5月7日至17
日以及5月29日至31日；普通高
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统考，时间

安排为5月30日起。
“我们将督促相关院校根据

时间安排，有序安排教学、招考等
工作。”市教育局普教科相关负责
人说，依据江苏省深化普通高校
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要求，5月
9日至10日举行的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为部分
前期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
考试中未过关的、参加2020年高

考的考生可以参与的考试，这在
我市人数极少。随着高考延后1
个月举行，我市各高中也已积极
调整教学方案，将充分利用这1个
月，帮助学生高效学习，全力备
战高考。与此同时，随着今年江
苏省“专转本”的扩招，宜兴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江苏省陶都中等
专业学校也将加强学生培养，鼓励
更多学生报考本科。

个体工商户
年报时间延长至12月31日

东氿北路工程启动进场施工
助力东氿北部区域开发建设

本报讯（见习记者史思涵）昨
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
检查动员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周斌、赵菊明、徐志军、朱保
强，党组成员许兴城、陈国强，副市
长储红飙参加会议。

本届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已
经先后对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
染防治法开展执法检查，这次对
土壤污染防治法开展执法检查，
将实现气、水、固三大污染防治
领域的全覆盖，对健全全市污染
防治工作体系、全面提升污染防
治工作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推动
作用。

会上，朱保强作执法检查动
员部署，储红飙作表态发言。为
进一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壤污染防治法》贯彻实施，努力改
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市人大常委会将于今年3月至
8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重点围绕市政府及相关职能
部门近年来贯彻实施土壤污染防
治法的情况，通过听取汇报、调研
座谈、查阅资料、实地查看等，以
市镇两级人大联动的形式开展执
法检查。

就开展好本次土壤污染防治
法的执法检查，周斌要求，要提高
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到开展这次执
法检查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重要助力，是促进法律实施的有力
举措，是维护群众利益的根本需
要，牢固树立开展执法检查的责任
感、使命感；要紧扣工作重点，坚持
依法监督、点面结合、问题导向，不
断提高这次执法检查的专业性、针
对性；要精心组织实施，把“组织协
调”“严实作风”“宣传教育”贯穿始
终，切实增强这次执法检查的凝聚
力、影响力，确保此次执法检查顺
利推进。

会上，与会人员还进行了土壤
污染防治法法律知识培训。

打造高端文旅项目打造高端文旅项目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
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动员部署会 我省确定8项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相关时间

宜兴将对照安排有序部署

位于太华镇的兴
云邑托尼洛·兰博基尼
水疗度假酒店项目总
投资3亿元，是托尼洛·
兰博基尼酒店品牌的
中国野奢首作。整个
水疗度假酒店镶嵌于
云湖生态度假区，一面
是山峦竹海，一面是水
波浩渺的云湖，江南山
水相融的美景在这里
尽收眼底。在度假设
施上，有云集无边界泳
池、户外极乐场、全配
置水疗中心、三大主题
餐厅等，还有占地11亩
的马术俱乐部、占地约
50亩的私属有机茶园
等众多奢享配套。该
项目预计今年底进入
试运营。图为该酒店
项目一景。

（记者 仇洪生 摄）

本报讯（记者倪晶）昨天下午，
市政协经济科技和农业农村委全体
成员，专题视察了宜兴海关工作情
况。市政协领导吴伯荣参加活动。

当天，市政协经济科技和农业
农村委全体成员参观了宜兴海关
国门生物安全展馆、宜兴海关办事
大厅、宜兴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实
验室，并听取了宜兴海关的工作情
况通报。宜兴海关于2019年3月
15日挂牌成立，按授权负责指定口
岸和区域范围内海关各类管理工
作。自成立以来，宜兴海关致力服
务地方发展，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严格执行国务院减税降费政策，精

简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推进申报
单证电子化，目前已实现9种原产
地证书自助打印。同时，宜兴海关
加强与国家陶瓷检测重点实验室
联系沟通，建设了“宜兴紫砂”产品
综合评价和二维码溯源体系。视察
中，市政协委员们对宜兴海关的各
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
积极的建议。

吴伯荣希望，宜兴海关能继续
加强海关监管与服务，持续做好海
关检验检疫工作，更好完善与宜兴
的联络协调机制，完善优化关企沟
通机制，助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市政协经科委视察宜兴海关工作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 通讯
员何泽峰）日前，宜兴市融媒体中
心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
为了给个体工商户恢复经营发展
争取时间，全市2019年度个体工商
户年报时间由2020年6月30日延
长至2020年12月31日。

根据相关规定，每年1月1日
至6月30日为各类市场主体网上
年报时间，凡是在2019年12月31
日及之前注册的公司、个体工商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都要进行

2019年度的工商年报。此次调整，
个体工商户年报时间将可延长至
今年年底，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其
他市场主体的截止时间仍为6月
30日。

据统计，我市共有 68277 户
应报送年报的个体工商户，可延
期年报。此外，市场监管部门相
关负责人建议，除个体户外，企
业尽量不要等到6月份再进行企
业年报，以免扎堆登录系统，影
响进度。

本报讯（记者李 震 通讯员王
玲君）昨天，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
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眼下，东
氿北路工程已进场施工，整个工
程计划于明年2月份建成。

近年来，随着东氿北部区域
的开发和江南大学宜兴校区等重

大项目建设推进，我市把完善东
氿北部区域路网、改善交通“微循
环”，作为助力城市建设、服务当
地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实事来
办，启动了新源路、宜官路、蒋巷
路等一批新改扩建工程。在此基
础上，今年我市又启动了东氿北

路工程建设。据介绍，该工程起
点位于太湖大道新庄大桥桥下附
近，道路主要沿东氿向东，终点在
横塘河附近，全长约3.1公里。该
道路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城市次
干路标准，路面宽约34米，设计时
速为40公里/小时。同时，该道路

主要通过上、下行匝道，与太湖大
道相连。

“作为江南大学宜兴校区的
主要配套道路之一，该工程完工
后，不仅将进一步方便该校师生
进出，还将为推进东氿新城北部
建设、助力周边地块开发等，打下
更为坚实的交通基础。”市交通运
输局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道路线
型主要沿着东氿之畔“划出弧
形”，其建成后同时还有望配合周
边造景，成为观东氿的“观景路”。

干 部 任 职 前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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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下
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应 鹏，现任西渚镇党委副书
记、政法委员（兼）、市政协西渚镇
工委主任（兼）。男，1981年12月
生，汉族，宜兴湖氵父人，本科学历，
2004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6年9月参加工作。拟任市级
机关正科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史成俊，现任丁蜀镇副镇长、
二级主任科员。男，1973年4月
生，汉族，宜兴宜城人，党函本科
学历，199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3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
省级以上开发园区正科职干部，
试用期一年。

谢慧超，现任环科园经济科
技发展局副局长。男，1984 年
8月生，汉族，宜兴新建人，党校
在职研究生学历，2007 年 4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 年 9 月
参加工作。拟任省级以上开发
园区内设机构正科职干部，试
用期一年。

史伟平，现任宜兴经济技术
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女，
1976年11月生，汉族，宜兴和桥
人，党函本科学历，2005年 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8月参
加工作。拟任省级以上开发园
区内设机构正科职干部，试用期
一年。

潘海涛，现任宜城街道党政
办公室主任、四级主任科员。男，

1975年10月生，汉族，宜兴杨巷
人，网络函授大专学历，1998年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12月
参加工作。拟任镇（街道）党（工）
委委员，提名为镇（街道）人武部
部长人选，试用期一年。

王金荣，现任新街街道民政
科科长、人武部副部长（兼）。男，
1978年 9月生，汉族，宜兴徐舍
人，党函本科学历，2005年5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6月参加
工作。拟任镇（街道）党（工）委委
员，提名为镇（街道）人武部部长
人选，试用期一年。

毛光云，现任市纪委监委第
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市纪委四
级主任科员。男，1981年3月生，
汉族，宜兴新建人，本科学历，
2004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9 年 8月参加工作。拟任镇
（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
书记，试用期一年。

陈伟平，现任市纪委办公室
副主任、四级主任科员。男，
1976年10月生，汉族，江苏沭阳
人，党函大专学历，1996年 3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 12月
参加工作。拟任镇（街道）党
（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试
用期一年。

沈思佳，现任市纪委监委第
十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男，1986
年10月生，汉族，宜兴和桥人，函
授本科学历，2010年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2007 年 9 月参加工
作。拟任镇（街道）党（工）委委
员、纪（工）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潘 凌，现任市司法局党组成

员、市矛调中心主任。男，1978年
8月生，汉族，宜兴宜城人，函授本
科学历，1997年10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2000年6月参加工作。拟
任镇（街道）党（工）委委员，试用
期一年。

王建锋，现任市政府办公室
党组成员、市外事服务中心副主
任。男，1979年7月生，汉族，宜
兴周铁人，硕士研究生学历，2000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8
月参加工作。拟任市级机关副科
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许建锋，现任市官林实验小
学校长、党支部书记。男，1975年
12月生，汉族，宜兴屺亭人，函授
本科学历，2001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4年8月参加工作，拟
任市级机关副科职干部，试用期
一年。

陈 炯，现任市城管执法大队
教导员。男，1981年10月生，汉
族，宜兴官林人，本科学历，2007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
8月参加工作。拟任市级机关副
科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冯 翎，现任市铁路办主任、
党支部书记。男，1977 年 8 月
生，汉族，宜兴高塍人，党函本科
学历，2001年 1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6年8月参加工作。拟
任市级机关副科职干部，试用期
一年。

谢叶华，现任环科园安监局
安监科科长。男，1974年3月生，
汉族，宜兴新街人，函授本科学
历，2001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4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

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内设机构副科
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汪 明，现任宜兴经济技术开
发区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安监
科科长。男，1973年10月生，汉
族，宜兴宜城人，党函本科学历，
2002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3年12月参加工作。拟任省
级以上开发园区内设机构副科职
干部，试用期一年。

陆 霄，现任宜兴经济技术开
发区招商局广深地区招商分局副
局长。男，1983年11月生，汉族，
宜兴宜城人，本科学历，2011年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10月
参加工作。拟任省级以上开发园
区内设机构副科职干部，试用期
一年。

郑 毅，现任宜兴经济技术开
发区招商局京津地区招商分局副
局长。男，1987年7月生，汉族，
江苏赣榆人，本科学历，2009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1年8
月参加工作。拟任省级以上开发
园区内设机构副科职干部，试用
期一年。

陈 峰，现任市纪委案件监督
管理室副主任、四级调研员。男，
1976年 2月生，汉族，福建莆田
人，本科学历，1997年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93 年 9 月参加工
作。拟任市纪委监委机关内设机
构副科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黄 怡，现任市纪委案件审理
室副主任。女，1987年4月生，汉
族，宜兴张渚人，自考本科学历，
2008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8年9月参加工作。拟任市委

巡察组专职副组长，试用期一年。
陈思远，现任市法院官林法

庭副庭长、二级法官。男，1986年
8月生，汉族，宜兴丁蜀人，本科学
历，200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9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
名为市法院基层法庭庭长人选。

蒋舟俊，现任市委党校办公
室主任。男，1980年 9月生，汉
族，宜兴官林人，硕士研究生学
历，200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6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市委
直属事业单位副科职干部，试用
期一年。

李唯嘉，现任西渚镇妇联主
席、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女，1987年1月生，汉族，江苏徐
州人，自考本科学历，2007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 年 11
月参加工作。拟任市级机关下
属副科级事业单位正职，试用期
一年。

汤 俊，现任市城管局办公室
主任。男，1984年6月生，汉族，
宜兴西渚人，本科学历，2006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年8月
参加工作。拟任市级机关下属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副科级事业单
位正职，试用期一年。

金 秀，现任市商务局办公室
主任、市贸促会副会长。女，1981
年1月生，汉族，宜兴宜城人，本科
学历，200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2003年10月参加工作。拟任
市级机关下属副科级事业单位正
职，试用期一年。

王旭亮，现任市政府办公室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男，

1979年11月生，汉族，宜兴宜城
人，本科学历，2012年9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2002 年 8 月参加工
作。拟任市级机关下属正科级事
业单位副职，试用期一年。

蒋斌锋，现任市金融服务中
心资产处置科科长、四级主任科
员。男，1976年4月生，汉族，宜
兴丁蜀人，函授本科学历，2008
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8
月参加工作。拟任市属国有企业
副总经理，试用期一年。

经市委组织部部务会议研
究决定，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
公示：

陈燕春，现任市人民医院心
内科副主任。男，1975 年 11月
生，汉族，宜兴宜城人，本科学历、
硕士学位，1998年7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9年 9月参加工作。
拟任市委委托组织部管理公立医
院正职，试用期一年。

吴洪军，现任市第二人民医
院副院长。男，1978年 9月生，
汉族，宜兴丁蜀人，本科学历，
201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1年 9月参加工作。拟任市
委委托组织部管理公立医院正
职，试用期一年。

公示时间为：2020年4月24
日至2020年4月29日。对公示
对象有何反映，请于公示期间与
宜兴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联
系。联系电话：0510-87986217，
联系地址：宜兴市政府大院6号楼
117室（邮编：214206）。

中共宜兴市委组织部
2020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