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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开—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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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雪强，现任高塍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男，1977年1月生，
汉族，宜兴丁蜀人，党校在职研究
生学历，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8年9月参加工作。拟
任镇（街道）党（工）委书记。

郭 平，现任新庄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男，1972年
7月生，汉族，宜兴湖氵父人，党函本
科学历，2003年8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4年8月参加工作。拟
任镇（街道）党（工）委书记。

吴 健，现任环科园党群工作
部部长、新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政法委员（兼）、市政协新街街道
工委主任（兼）。男，1977年2月
生，汉族，宜兴新建人，党校在职
研究生学历，2005年10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96 年 9 月参加工
作。拟推荐提名为镇（街道）镇长
（办事处主任）人选。

陈 洁，现任芳桥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政法委员（兼）、市政协芳
桥街道工委主任（兼）。男，1982
年5月生，汉族，宜兴张渚人，党函
本科学历、硕士学位，2002年3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8月参

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镇（街道）
镇长（办事处主任）人选。

朱朝辉，现任市财政局副局
长、党组成员。男，1973年 7月
生，汉族，宜兴张渚人，本科学历，
2004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省级
以上开发园区正科职干部，试用
期一年。

蒋剑超，现任宜兴阳羡生态
旅游度假区管理办筹备组副组长
（按原职务层次管理）。男，1979
年2月生，汉族，宜兴宜城人，函授
本科学历，2007年4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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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志军，现任张渚镇副镇
长。男，1973年1月生，汉族，宜
兴徐舍人，网络函授本科学历，
1997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8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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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雪伟，现任湖氵父镇副镇
长。男，1977年1月生，汉族，宜
兴张渚人，党函本科学历，2002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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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立中，现任市纪委监委第
七审查调查室主任。男，1977年
10月生，汉族，宜兴和桥人，本科

学历，200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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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云聪，现任徐舍镇党政办
公室副主任、综合管理服务指挥
中心主任（兼）。男，1988年11月
生，汉族，宜兴官林人，本科学历、
硕士学位，2008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2010年10月参加工作。
拟任镇（街道）党（工）委委员，试
用期一年。

倪再亭，现任和桥镇团委书
记。男，1985年4月生，汉族，宜
兴张渚人，本科学历，2012年9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5月参
加工作。拟任镇（街道）党（工）委
委员，试用期一年。

张俊伟，现任周铁镇建设局
局长。男，1982年6月生，汉族，
宜兴新街人，本科学历，2007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9月
参加工作。拟任镇（街道）党（工）
委委员，试用期一年。

蒋鹏达，现任市纪委监委信
访室副主任。男，1987年6月生，
汉族，宜兴徐舍人，本科学历，
2007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9 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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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豪翀，现任市委政法委办
公室主任。男，1984年5月生，汉

族，宜兴丁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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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一年。

董 鑫，现任市委编办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科（权责清单管理科）
科长。男，1986年12月生，汉族，
宜兴张渚人，本科学历，2005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9
月参加工作。拟任镇（街道）党
（工）委委员，试用期一年。

高 晟，现任市委办公室综合
科科长、四级主任科员。男，1987
年5月生，汉族，宜兴丁蜀人，硕士
研究生学历，2007年6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2012 年 8 月参加工
作。拟任市级机关副科职干部，
试用期一年。

徐 康，现任市网络宣传管理
办主任。男，1973年 9月生，汉
族，宜兴宜城人，本科学历，1995
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
8月参加工作。拟任市级机关副
科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史雪霞，现任市人力资源管
理服务中心主任。女，1973年1
月生，汉族，宜兴和桥人，党函本
科学历，1997年9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0年9月参加工作。拟
任市级机关副科职干部，试用期
一年。

江沁心，现任市综合抽样调
查队队长。女，1988年4月生，汉

族，宜兴张渚人，本科学历，2009
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9年7
月参加工作。拟任市级机关副科
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尤晓英，现任芳桥街道经发
局副局长、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兼）。女，1976年8月生，汉族，
宜兴宜城人，本科学历，2000年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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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伯骏，现任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运行监测协调科（市国防科
学技术工业办公室）科长、四级主
任科员。男，1984年10月生，汉
族，宜兴新街人，本科学历，2009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年9
月参加工作。拟任省级以上开发
园区内设机构副科职干部，试用
期一年。

苏为苗，现任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副主任。男，1981年8月
生，汉族，宜兴丁蜀人，本科学历，
2009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4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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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赛平，现任市纪委监委党
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二级主任
科员。男，1979年10月生，汉族，
宜兴高塍人，党校在职研究生学
历，200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2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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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沿庄，现任市联络服务中
心主任。男，1987年11月生，汉
族，宜兴万石人，党校在职研究生
学历，200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2010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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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安东，现任市矛调中心副
主任。男，1978年7月生，汉族，
宜兴万石人，自考本科学历，1999
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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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冰，现任市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站副站长。男，1984年2月
生，汉族，宜兴和桥人，本科学历，
2008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6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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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时间为：2020年7月30
日至2020年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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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根据省、
无锡市关于开展“百团进百万企
业”安全生产学习宣讲的部署要
求，昨天，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沈
晓红前往和桥镇，开展安全生产专
题宣讲。

宣讲中，沈晓红围绕“‘警’字为
先，筑牢思想防线，全力推动安全生
产理念入脑入心”“‘严’字当头，强
化法治思维，全力推动安全生产责
任落细落实”“‘实’字托底，狠抓保
障落实，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向好”等方面，对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
述精神、认真学习安全法律法规要
求、务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作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和讲解。针
对和桥镇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情
况，沈晓红强调，全镇上下要谨记
责任、杜绝侥幸，着力解决“认识程
度不深”的问题；要科学经营、算好

总账，着力解决“投入强度不够”的
问题；要紧抓关键、狠抓落实，着力
解决“管理精度不足”的问题；要政
企协同、持续发力，着力解决“风险
维度不少”的问题。

沈晓红表示，当前，正值夏季
炎热多雨的事故多发期，而且境外
疫情发展打乱了一些企业的生产
经营节奏，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加倍
重视、安全隐患必须加速整改，坚
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致力为企业
应对外部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 她要求，和桥镇上下
要始终强化“安全责任重于山”的
意识，思想上警钟长鸣、工作上毫
不松懈，正确处理好安全生产与企
业发展的关系、安全生产与经济效
益的关系，坚决守住底线、远离红
线，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齐心协力推动和桥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

本报讯（通讯员刘 芳）7月28
日至29日，2020年度社会团体规范
化建设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我市
223家社会团体负责人参加培训。

目前，我市社会团体存在于经
济、文化等各行各业。市民政部门
前阶段开展的社会组织“健康体
检”数据显示，我市社会组织数量
与质量发展还不平衡，能起到引
领、示范和督导作用的“龙头型”社
会组织较少，难以很好地承担社会
服务需要。

本次培训旨在提升我市社会
团体负责人的素质，加速提升团体
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并通过负责

人高效务实的工作和示范带头的
影响，推动社会组织各项工作开
展，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
力。培训邀请了社会组织领域的
从业者、社会工作的研究者，以及
对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和政策有多
年理论研究的学者等，他们结合各
自工作经验，围绕社会组织党建、
规范化建设、能力提升及财务管理
等方面内容，集中进行授课。

今后，市民政部门还将通过召
开现场会、组织优秀社团外出参观
学习等形式，开展社会组织培训，
全面提升我市社会团体综合素质，
增强服务本领。

市领导赴和桥
作安全生产专题宣讲

223家社会团体负责人
接受集中培训

7月25日，由市人武部、江苏邦达人民武装部、江苏邦瑞集团（营地）、江苏
法美瑞汽车联合打造的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我市首台红色文化宣传车，在市体
育中心广场启用。该宣传车一侧为P4全彩高清户外显示大屏和液压自动舞台，
车体内设置红色宣传展板和展品，车体外配有音响设备等。下阶段，该宣传车
将开进我市各镇（街道、园区）和学校等地，进行红色文化宣传。

上图为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征兵宣传手册。
右图为市民正在宣传车内参观。 （记者 仇洪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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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孩子，他们因父母长
期外出打工或离异等原因，遭遇
家庭贫困、亲情缺失等生活困境；
还有一些孩子，因突发原因在生
理或心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缺
陷，无法像普通孩子一样嬉戏玩
闹、正常社交，但他们同样渴望融入
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由湖氵父镇妇
联牵头的“五彩童年 点亮人生”关
爱困难儿童项目，就为该镇湖氵父社
区的这些特殊孩子，打造了一个
有温度、有快乐的“儿童城堡”。

湖氵父社区现有7—15岁的少
年儿童约80名，其中有25名儿童
因家庭或身体原因，学习生活条
件较为艰苦。“相比其他孩子，这
些孩子的童年缺少欢笑与趣味。
他们除了需要家人的关怀外，更
需要社会的帮助与呵护。”湖氵父镇
妇联主席朱玲说，这便是2017年

“五彩童年 点亮人生”项目启动的

初衷。在朱玲看来，对困难儿童
的关爱和保护是一个动态过程，
虽然明确了服务对象，但要让项
目真正落到实处，必须要有一系
列创新服务和供给模式。

经过湖氵父社区摸底，朱玲初
步掌握了困难儿童的基本情况。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牵线搭桥”
下，湖氵父镇妇联与这些孩子及其
家人建立起了联系。“我们长期在
外工作，好几年没给孩子过生日
了”“希望课后和暑假，可以有老
师帮我们指导作业”……听着家
长和孩子提出的诉求，“关爱＋辅
导＋体验”的服务模式逐渐在朱
玲脑海里清晰起来。而能与镇妇
联携手推进这个项目的“伙伴”，
她心里也有了数。那就是依托湖
氵父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内“小桔
灯儿童课外守护家园”这块阵地，
并充分发挥湖氵父社区莫俊良家庭

辅导站的作用，成立一支由社区
志愿者、家庭辅导站教师、青年在
职教师和退休老教师组成的“成
长护航”志愿关爱服务队，给予社
区25名困难儿童更多的关心和爱
护，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我最喜欢的就是跟着莫老
师学习写作。”已经连续多年参加

“五彩童年 点亮人生”项目的小龙
（化名）说，他很期待今年8月可以
跟着莫俊良老师出去采风。小龙
今年10岁，他一家五口的生活仅
靠母亲经营一家小店维系，颇为
艰苦。但眼前的他乐观积极，对
未来充满信心。小龙的母亲说，
这离不开湖氵父镇妇联和湖氵父社区
的帮助。这两年，小龙跟着莫俊
良老师不仅跑遍了宜兴的竹海、
善卷洞等景区，还前往宜兴科技
馆等地采风，这些优美的山水风
景、科技文化阵地都成为小龙写
作的素材。现在，小龙对学习和
生活都充满了热情。技能的提升
是一方面，在新市民子女、11岁的
小娟（化名）眼里，通过“五彩童年
点亮人生”项目收获更多的是家
人般的温暖和爱。“今年的生日蛋

糕真的好漂亮好甜。”小娟一边说
着，一边让母亲找出手机里拍摄
的蛋糕照片。原来，今年疫情期
间，小娟跟着父母回了一趟安徽
老家，从安徽返回湖氵父后，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小娟一家三口得隔
离14天，而她的生日就在正月。
社区困难儿童的基本情况，朱玲
和她的团队都牢牢记在心头。于
是，趁着元宵节，朱玲和社区工作
人员将准备好的蛋糕送到了小娟
手中，让她对宜兴、对湖氵父有了更
深的归属感和融入感。

这几年，“五彩童年 点亮人
生”项目根据孩子们的实际需求
不断创新、丰富内容。利用双休
日、寒暑假，通过听讲座、看影片
的形式，对儿童进行法治宣传教
育、安全自护教育等主题教育；开
展外出参观活动，让孩子领略宜
兴的美好；以儿童节等节日为契
机，走访困难儿童，开展生日送蛋
糕、集体生日会等活动，真正让孩
子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朱玲也期待，通过“五彩童年 点亮
人生”项目，能够真正为这些孩子
的童年增色添彩。

为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今年，杨巷镇农服中心组织人力在全镇约3万亩
稻田的田间地头，设置了400多个水泥材质的农药包装瓶、桶等废弃物回收
箱，并委托市金裕穗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回收箱及回收的废弃物进
行统一管理和处置。

图为7月25日，市金裕穗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展示回
收的农药包装瓶。 （记者 韩良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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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携手为困难儿童
打造“五彩童年”

□记者孙斐斐实习生俞胤智

干部任职前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