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29日 星期三

值班编委：李 丽 责任编辑：张云芳 组版：徐 鹏 视觉：鲁乾青 校对：陈黎云 电话：（0510）87992416 Email：yxrbxmt@163.com
综 合 2 版Yixing Daily

环科园龙池路立交桥
及市政道路PPP项目开工
总投资约1.83亿元 预计2022年7月完工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昨天，
我市召开违法违规“小化工”——
非法经营储存危化品专项整治推
进会，进一步强化共识、明确责
任，加快解决违法违规“小化工”
百日专项整治推进中的问题、堵
点，更好提升整治成效。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何晓进参加会议。

自开展违法违规“小化工”百
日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市结合

“厂中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着
力加强市、镇、村三级联动，出动
87761人次，检查51734处场所，
相继查处 39 家违法违规“小化
工”。其中，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
产的11家，以挂靠、租赁和“厂中
厂”等方式违法违规储存危化品
的13家，利用闲置、废弃、关停企
业厂房以及居民住房等违法违规

储存危化品的14家，无证无照1
家。目前，所有违法违规的生产
设备都已拆除，原料都已清理，
违法行为都已立案。其中，没收
违法所得 40.5 万元，行政处罚
177.5 万元，移送司法机关2家。
会上，市公安局围绕违法违规

“小化工”执法依据的法律法规作
了通报和解读，无锡市宜兴生态
环境局、周铁镇作了交流发言。

会上，何晓进要求各有关部
门和属地政府要更加强化思想共
识，确保认识到位；要严格标准从
宽认定，确保排查彻底；要依法依
规从严处置，形成有效震慑；要强
化条线联动配合，凝聚工作合力；
要坚守依法经营红线，夯实主体
责任，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本报讯（记者孙斐斐）为进一
步加强全市组工干部队伍建设，
提升组工干部能力素质，推动全
市组织工作再上新台阶，昨天，宜
兴市组工干部培训班在市委党校
开班，130余名学员将参加为期两
天的培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余俊慧出席开班仪式。

培训期间，将邀请省委党校、
南京大学有关专家围绕《伟大的
探索：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主题
授课。同时，学员们还将通过集
中学习、业务培训、工作交流、业
务测试等形式，深入学习党的建
设领域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切实找准实现组工干部业
务精通的方法路径，确保培训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开班仪式上，余俊慧要求，全
市组工干部要立足“站位”更高，
突出政治引领，增强学习紧迫感，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
穿组织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
要立足“身位”更前，突出目标引
领，增强工作责任感，解决好认识
论、方法论、实践论三方的问题，在
凝聚智慧中推动工作，在推动工作
中服务大局，在服务大局中彰显作
为，为宜兴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障。要立足“品位”更优，突
出价值引领，增强集体荣誉感，自
觉当好先锋、做好表率，成为一支
善打大仗、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
纪律铁军，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昨
天，环科园龙池路立交桥及市政道路
PPP项目开工。市委常委、环科园
管委会主任朱旭峰出席开工仪式。

近年来，环科园始终坚持民
生为本，通过一笔笔真金白银、一
个个民生工程、一项项为民举措，
让成果惠及园区居民。本次开工
的环科园龙池路立交桥及市政道
路PPP项目，是环科新城基础设施
配套项目的子项目，也是一项民生
实事工程。项目实施采用PPP模
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由北京首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
资、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北京建工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及管理维护，总投资约1.83亿
元。项目贯通园区由东向西的城

市主干道，东起茶泉路，上跨锡宜
高速，西接新岳路，线路总长约
1.59公里，其中上跨锡宜高速主线
的桥梁长 638 米。项目预计于
2022年7月完工，建成后将进一
步提升园区道路承载能力，打开
新街腹地，对园街一体化发展具
有全方位、深层次的促进作用。

开工仪式上，朱旭峰希望各
参与单位要坚持高起点定位，各
展所长、精益求精，实现项目生态
性、科技性和地标性的统一；各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以及广大建设
者要坚持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
进，科学施工、文明施工、安全施
工；园区各职能部门要做好要素
保障、创造便利条件、化解实际困
难，切实保障项目“无障碍”推进。

严厉打击危化品非法经营储存行为

130余名组工干部集中“充电”

7月25日，宜兴献
血乐跑队和宜兴朝霞微
马队屺亭分队的部分队
员，在城区用奔跑的方
式，传递“我健康 我献
血 我快乐”的理念。本
次参与者大多是来自各
行各业的无偿献血者，
他们共奔跑了约5公里
路，倡导市民健康生活，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奉
献社会。

图为奔跑现场。
（通讯员 何 欣 摄）

为为““爱爱””奔跑奔跑

（上接1版）她记得，宜城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在旧址的时
候，没有电梯，有的老年人坐轮
椅来体检，上下楼梯很不方便，
志愿者们就背老人、扛轮椅；老
年人普遍起得早，很多时候早
上6时左右就来了，志愿者们早
早就来给老人发号，维持体检秩
序；不少老年人有糖尿病等慢性
疾病，空腹等待体检时间一长，
容易不舒服，心情也难免烦躁，
志愿者们总能耐心疏导情绪；今
年疫情防控期间，志愿者们一遍
遍叮嘱老人戴口罩，排队保持一
米距离……“这些年，多亏他们
帮忙，体检秩序、效率有了大幅提
升。”朱春燕说。

陶都爱心服务社的志愿者们
温暖着陌生人，也影响着身边
人。马永明即将读高中的儿子，
去年起也跟着爸爸来志愿服务，
祝敏华的同事、亲友在她的影响
下，很多也加入了陶都爱心服务
社……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加入，
眼下，陶都爱心服务社总人数已
近600人，其中注册志愿者人数
在不断增加，已有300多人。“点亮
朝霞”助老行项目自2013年实施
以来，已累计服务老年人近10万
人次，参与服务的志愿者近1.3万
人次，总服务时长超3.1万小时。
凭借为老服务的热情、真诚，这一
项目在2019年荣获宜城街道十
佳新人新事奖。 （记者 倪 晶）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根
据上级关于开展“百团进百万企
业”安全生产学习宣讲活动通知
要求，昨天，市委常委、经开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裴焕
良，为芳桥街道相关人员作安全
生产专题宣讲。

当天，裴焕良围绕深刻领会
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
述精神、强化法治思维和主体意
识、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施策等三
个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
深入浅出的讲解。他指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确
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
高度，就安全生产发表了一系列
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

论断，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指导
性。同时，他结合有关案例，对企
业主体责任重点事项清单进行了
回顾和梳理，要求广大企业要严格
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全员岗位责
任、安全防控责任、基础管理责任、
应急处置责任，持续增强法纪意识、
规范意识、敬畏意识，切实做到依法
经营，努力以企业内部的“小安全”
换取全市发展的“大安全”。

针对芳桥街道实际，裴焕良
要求，街道上下要认真贯彻上级和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扣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工作主线，狠抓问题隐
患排查整治，重点抓好“厂中厂”专
项整治，突出强化企业规范管理，
切实抓好夏季高温时期安全生产
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向好。

市领导作安全生产专题宣讲

根据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市委五个巡察组于2020年7
月29日起，分别对江阴市、宜兴市和锡山区的209个村（社区）开展巡察。

巡察期间（2020年7月29日至9月29日），各巡察组设专门举报电
话（可同时接受短信, 接听时间为工作日早9时至晚5时）和专用邮政信
箱等（见附表）。依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巡察组主要
受理反映被巡察村（社区）“两委”班子及其成员、相关重点岗位干部（含
已退休、已调离）的来信来电来访。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
题，将按规定转交相关市（县）区、镇（街道）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特此公告。
中共无锡市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2020年7月29日

十三届无锡市委第十一轮巡察工作公告

附 表

十三届无锡市委第十一轮巡察信访联系方式一览表

市
委
第
一
巡
察
组

市
委
第
二
巡
察
组

被巡察单位

举报电话
专用邮政信箱

被巡察单位

举报电话
专用邮政信箱

锡山区羊尖镇

锡山区鹅湖镇

锡山区东港镇

锡山区锡北镇

17766176052
江苏省无锡市0962号邮政信箱

江阴市青阳镇

江阴市徐霞客镇

江阴市月城镇

17766179729
江苏省无锡市0963号邮政信箱

羊尖村、南村村、廊下村、南丰村、宛
山村、严家桥村、龙凤巷村、丽安村

鹅湖村、松芝村、彩桥村、青荡村、圆
通村、新桥村、甘露社区
华东村、东升村、新巷村、张缪舍村、
黄土塘村、东青河村、港东村、山联
村、港南村、勤新村、东湖村、亚光
村、朝阳村、陈市村、东南村
寨门村、泾西村、泾新村、周家阁村、
联新村、劲丰村、斗山村、春风村、东
房桥村、新坝村、光明村、新明村、八
士村

街西村、里旺里村、赵宕村、悟空村、
塘头桥村、小桥村、普照村、新安村、
建义村、桐岐村、泗河口村、青联村、
芦塘村、邓阳村、树家村
钓岐村、金凤村、湖塘村、黎明村（社
区）、红星村、璜塘村（社区）、方园村
（社区）、北渚村（社区）、阳庄村、皋
岸村、璜东村、马镇村、东宏村、新街
村、峭岐村（社区）、宏岐村
戴庄村、秦皇村、卧龙村、下塘村、月
城村、沿山村、双泾村、黄桥村

市
委
第
三
巡
察
组

市
委
第
四
巡
察
组

市
委
第
五
巡
察
组

被巡察单位

举报电话
专用邮政信箱

被巡察单位

举报电话
专用邮政信箱

被巡察单位

举报电话
专用邮政信箱

宜兴市新庄街道

宜兴市和桥镇

宜兴市万石镇

宜兴市周铁镇

宜兴市芳桥街道

17766177951
江苏省无锡市0964号邮政信箱

江阴市长泾镇

江阴市祝塘镇

江阴市顾山镇

17766177953
江苏省无锡市0965号邮政信箱

宜兴市宜城街道

宜兴市新街街道

宜兴市高塍镇

宜兴市屺亭街道

17766176053
江苏省无锡市0966号邮政信箱

王婆村、核心村、洪巷村、曹家村、茭渎
村
西锄村、同里村、北庄村、湖滨村、大生
村、永兴村、王母桥村、闸口村、福巷桥
村、中巷村、北新村、北渠村、钟溪村、
楝聚村
余庄村、南漕村、万石村、后洪村、大尖
村、漕东村、黄土寺村、余境村、马庄村
中新村、沙塘港村、东湖村、棠下村、周
铁村、彭干村、王茂村、龙亭村、下邾
村、分水村、前观村、欧毛渎村、洋溪
村、徐渎村

屺山村、夏芳村（神龙社区）、芳桥村、
阳山村、扶风村、后村村、华阳村、金兰
村

泾南村（社区）、习礼村、花园村、王家
村、和平村、南国村、刘桥村、泾东村
（社区）、长东村、河塘村（社区）、蔡桥
村、蒲市村

文林村（社区）、建南村、北湾村、五福
村、永昌村、景阳村（社区）、石堰村、富
顺村、河湘村、永平村、茂龙村、金庄村
新龚村、红豆村、南曹庄村、顾北村、东
岐村、国南村、解放村、李家桥村、万兴
村、赤岸村、鉴青村、国东村、顾山社区

南园村、谈家干村、巷头社区、长新社
区、沧浦村、城东村、山林村、宝塔社区
铜山村、新乐村、水北村、百合村、陆平
村、潼渚村、吴墟村、南河社区、铜峰社
区、谢桥社区

高遥村、宋渎村、高塍村、塍西村、胥井
村、赋村村、志泉村、范道村、天生圩
村、六圩村、红塔村、肖张墅村、徐家桥
村、梅家渎村
屺亭村、轸村村、后亭村、前亭村、文庄
村、边庄村、虞山村、寺前村

深入推进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昨天，我

市召开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
动推进会。副市长周峰出席会议。

截至7月27日，除少数小区
因改造施工等原因未完成划线工
作外，我市92.1%的小区已完成消
防车通道划线工作。同时，市有
关部门加大对堵塞消防车通道违
法行为的严查、严改、严处，对违
法停车未及时挪移、屡劝不改的
车主，采取强制拖走该车辆的措
施，并给予警告或罚款。截至目
前，共出动检查人员180余人次，
开展联合检查和错时检查16次，
检查小区 23 个，责令整改隐患
160余处，清理固定障碍物110余
处。下阶段，各有关部门将着力

源头治理，深挖停车资源，缓解停
车难、乱停车问题；继续依法对违
规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单位和
个人，用足用好检查执法、拆除清
拖、约谈教育、宣传引导等治理手
段；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引导群
众自觉参与集中治理行动。

会上，周峰要求，各有关部门
和属地要加强打通“生命通道”集
中治理行动后续常态长效管理工
作，创新工作方法和管理方式，对
占用“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加大
曝光力度。要开展好部门联合执
法检查，对停车矛盾较大、后续管
理存在一定困难的小区，要专门研
究解决方案和采取针对性措施，
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陶都爱心服务社用心“点亮朝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