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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闻杰，男，1985 年 9 月出
生，2009 年 7 月参加工作，2007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
学历，现任团市委副书记，拟任
团市委书记。

2.王青，男，1966 年 3 月出
生，1989 年 8 月参加工作，199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
学历，现任市广电台副台长、党
委委员（享受正科级待遇），拟
任市文联主席。

3.钱丽华，女，1967 年 2 月
出生，1991 年 8 月参加工作，
200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学历，现任市检察院案件监
管科科长（副科级），拟任市检
察院主任科员。

4.沈满松，男，1962 年 7 月
出生，1990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86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学历，现任市科技知识产
权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市地震
局局长，拟任市科技知识产权
局主任科员。

5.张凌，男，1986年12月出
生，2009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9
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
历，现任西来镇见习镇长，拟任
西来镇人武部部长、党委委员。

6.施键，男，1986 年 6 月出
生，2007 年 7 月参加工作，2011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
学历，现任东兴镇见习镇长，拟
任东兴镇党委组织委员。

7.王建波，男，1973年10月
出生，1996 年 7 月参加工作，
2003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东兴
镇信访助理，拟任东兴镇党委
宣传（统战）委员，提名为东兴
镇政协工委副主任人选。

8.吴卓明，男，1972 年 2 月
出生，2002 年 5 月参加工作，
199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
委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市发改
委工交科科长，拟提名为生祠
镇副镇长候选人。

9.刘洪，男，1972年12月出
生，1994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2
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

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市委610办
公室综合科科长，拟任新桥镇
党委政法委员、社会管理服务
中心主任。

10.朱敏，女，1974 年 11 月
出生，1997 年 7 月参加工作，
200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职大学学历，现任新桥镇财政
和资产管理局财计科科长，拟
任新桥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局局
长。

11.冯锦忠，男，1969 年 12
月出生，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
200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职大专学历，现任新桥镇党政
办公室副主任，拟任新桥镇便
民服务中心主任。

12.刘彬，男，1973 年 11 月
出生，1995 年 8 月参加工作，
200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学历，现任市纪委副局级纪
检监察员、信访室副主任，拟任
市纪委信访室主任。

13.朱明忠，男，1970年1月
出生，1988 年 8 月参加工作，
2006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市纪
委副局级纪检监察员、党风政
风监督室副主任，拟任市纪委
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14.吴熠军，男，1981 年 10
月出生，2004 年 9 月参加工作，
200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学历，现任市党员电教中心
主任，拟任市委信访局纪检组
长。

15.周汉平，男，1968年5月
出生，1990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98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市委
信访局办公室主任，拟任市委
信访局信访督查专员。

16.吴俊杰，男，1978年1月
出生，1999 年 10 月参加工作，
200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职大学学历，现任市委宣传部
宣传科科长，拟任市委外宣办
（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

17.郁香萍，女，1977 年 11
月出生，1999年11月参加工作，

199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市委统
战部办公室主任，拟任市委台
办副主任。

18.肖媛，女，1976年4月出
生，1996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3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
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市委党校
教育科科长，拟任市委党校、市
政校副校长。

19.龚帅，男，1987年7月出
生，2008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7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
学历，现任城南办事处见习主
任，拟任团市委副书记。

20.周俊伟，男，1982年7月
出生，2003 年 8 月参加工作，
200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
究生学历，现任市委组织部副
科级干部、“两新”工委办公室
主任，拟任市文联副主席。

21.陈伟，男，1986 年 10 月
出生，2007 年 8 月参加工作，
200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学历，现任市政府办公室综
合一科科长，拟任市政府督查
室主任。

22.赵小华，男，1979年9月
出生，2003 年 7 月参加工作，
200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学历，现任市政府办公室综
合四科科长，拟任市应急办专
职副主任。

23.周满章，男，1967年7月
出生，1989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9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职大专学历，现任市公安局刑
警大队副教导员，拟任市公安
局刑警大队教导员。

24.蒋红彬，男，1977 年 12
月出生，1998 年 8 月参加工作，
200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职大学学历，现任市公安局指
挥中心副主任，拟任市公安局
西来派出所教导员。

25.刘卫国，男，1966年8月
出生，1990 年 8 月参加工作，
200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专学历，现任市公安局滨江新
区派出所副教导员，拟任市公

安局城北园区派出所所长。
26.焦桂红，男，1972年2月

出生，1990 年 3 月参加工作，
199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职大学学历，现任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副大队长，拟任市公安
局城北园区派出所教导员。

27.张丽，女，1970 年 11 月
出生，1993 年 8 月参加工作，无
党派，大学学历，现任市政务办
督查科科长，拟任市环保局副
局长。

28.陈鸿林，男，1967年8月
出生，1991 年 8 月参加工作，
2000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学历，现任市环境监测站
站长，拟任泰州市环保局江阴-
靖江工业园区分局副局长。

29.孙红银，男，1974年2月
出生，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
200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市市场
监管局副科级干部，拟任市市
场监管稽查大队大队长。

30.章力军，男，1966 年 12
月出生，1989 年 8 月参加工作，
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学历，现任市产品质量综合
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拟任市
产品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主
任。

31.钱忠，男，1968 年 11 月
出生，1990 年 9 月参加工作，
199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学历，现任市口岸办综合科
科长，拟任市口岸办副主任、党
组成员。

32.钱斌，男，1968年8月出
生，1988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5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
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市政府办
公室正股级科员，拟任市政务
服务中心主任、市政务服务管
理党工委委员。

33.夏亚红，女，1971年4月
出生，1993 年 8 月参加工作，
2002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大学学历，现任市检察院
反贪局综合科科长，拟任市检
察院副主任科员。

本报讯 （记者何旭耘 通讯员倪鹏）11
月 28日，我市举办城镇建设与管理专题培训
第十三次培训班，邀请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
源工程学院院长李俊奇教授，作“海绵城市建
设的策略与关键环节”专题讲座。副市长鞠林
红出席讲座。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
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
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海绵城市是提升
城市建设品质的重要途径，对于提高城市防洪排
涝减灾能力、促进城市水系统良性循环具有重
要意义。李俊奇教授是环境工程学科带头人，
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学术创新团队负责人，
国家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导专家委员会成员。

讲座中，李俊奇教授从海绵城市的背景与
现状、实现路径、规划要点、专项规划编制探索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对我市的海绵
城市建设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和指导。

本报讯 （记者陆程红 通讯员蔡晨）11
月 27日，市金融办组织 25家新三板挂牌后备
企业的董秘、财务负责人共40人赴上海，参加
华融证券举办的新三板董秘培训班。

董事会秘书简称董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由董事会聘任并对董事会负责，管理公司
证券事务、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三会运作等，是
资本运营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针对我市新
三板后备企业董秘人才较为缺乏的现状，市金
融办首次组织企业相关人员参加董秘培训
班。在华融证券专家的讲解下，我市 40名学
员深入了解新三板挂牌业务流程、法律法规问
题以及挂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等相关实务。

近两年，市金融办牵头组织了多个层次、
多种形式的上市工作业务培训班，邀请上交所、
新三板及证券公司专家来靖，讲解资本市场的
基本知识；组织企业、乡镇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观摩上市挂牌仪式，参观证券交易市场。

本报讯 （记者朱娜 特约
记者景轩）11 月 27 日，市公安局
首届警察文化节落下了帷幕。该
文化节历时近两个月，涵盖革命
歌曲合唱比赛、重阳节专题慰问

演出、书法摄影作品展等活动，是
靖江公安史上历时最长、参与度
最高、覆盖面最广的一次文化盛
宴。

市公安局首届警察文化节
于 10 月 10 日开幕，先后举办“燃
烧的旋律”革命歌曲合唱比赛、

“致敬·老警”专题慰问演出、“平
安城·警察魂”书法摄影作品展、
廉洁短语、原创漫画征集等警营
内部文化活动，开展一系列警民

互动文化创意项目，包括“行走
的舞台·平安文化基层行”、靖江
市公安局文化主题图标设计、

“微信·我们”创作大赛等，既锤
炼了队伍、提振了精神，更促进
了警民和谐，让市民更加了解公
安、支持公安，为公安民警加油
点赞。

市公安局政委卢明华介绍，
此次警察文化节不但对今后全局
的警营文化建设大有裨益，对整

个警队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
力，以及公安事业的健康发展都
影响深远。闭幕后，市公安局将
编辑开印《平安再出发·2015靖江
警方》年刊杂志，总结队伍建设、
业务工作、警营文化等方面成果，
向市民展现公安工作亮点和崭新
形象，另外还将策划 2015公安工
作报告会，以文艺汇演的形式，汇
报全年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上取
得的成果。

北京建筑大学
李俊奇教授来靖
作海绵城市建设专题讲座

我市首次培训
新三板后备企业董秘

我市首届警察文化节闭幕
为公安史上历时最长的文化盛宴

拟提拔任用对象

本报讯 （记者夏国耀）11月 28日下午，
省民兵应急连实战化课目比武竞赛泰州片区
比赛打响，我市33位民兵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获得了三市三区第二名的好成绩。靖江市委
常委、人武部政委周劲明，人武部部长潘企根
观摩了比赛。

此次比武竞赛项目为3000米武装越野组
合。比赛现场，参赛民兵必须全程携带挎包水
壶、4枚手榴弹、防毒面具、步枪等装备，在结
束 1500米负重跑后，立即戴上防毒面具迅速
穿过450米染毒地段，随后扛着35斤的圆木桩
奔跑1000米，最后匍匐穿过50米长的铁丝网，
进行手榴弹投远投准。我市民兵咬紧牙关，突
破体能极限，最终凭借团体的优异表现取得第
二名，总分与第一名相差不足一分。

此次比武竞赛,我市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
连提前一个月投入实战技能体能考核和综合
演练集训，以比促训，身体素质、应急实战水平
得到了大幅提升。

市民兵应急连
泰州比武夺佳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
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规定》，经靖江市人民政府批准，靖江市国土
资源局决定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位置：靖江市东环南路东侧,横港北

侧；
规划用地面积：6922平方米;
土地出让面积：6922平方米；
土地规划用途：商业、居住；
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商业用地 40年，居

住用地70年；
容积率：不大于1.2，不小于1.0；
建筑密度：不大于35%；
绿地率：住宅不小于30%；
具体规划要求见靖江市规划局批准的《江

苏耐斯数码彩喷材料有限公司地块规划控制
图则》。

土地出让状况：拆成净地，内外部条件（场
地、道路、水、电、气等）以现状为准。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报名申请参加竞买，法律另有规
定除外。凡欠缴靖江市人民政府土地出让金
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参加竞买。

三、竞买手续的办理
有意竞买者应自 2015 年 11 月 28 日起至

2015年 12月 17日止（工作日内上午 8时 30分
至 12时，下午 2时至 5时），在工作日内企业法
人持营业执照副本（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持房地
产开发资质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法人授权
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自
然人持个人身份证原件及不低于 1200万元的

银行资信证明，到靖江市阳光大道12号809室
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市场科办理竞买报名手
续，经资格审核合格后交纳竞买保证金 400万
元(不计息)。

四、挂牌相关事项
1.挂牌期限自 2015年 12月 18日上午 8时

30分起至2015年12月27日下午17时止（工作
日内上午 8时 30分至 12时，下午 2时至 5时），
竞买人在该期限内报价。挂牌期限截止前1小
时出让人停止更新挂牌价格，期间如仍有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
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挂牌、报价地点：靖江市土地储备中心市
场科。

挂牌期限截止日的挂牌、报价地点见出让
须知。

2.该地块内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 1880

万元，具体报价方式详见该地块挂牌出让规则
和须知。

3.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具体要求详见出让
须知。

4.本次挂牌出让文件中的货币单位均为人
民币。

五、本次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出让人将在
《靖江日报》和江苏土地市场网刊登变更公告
或以书面方式通知竞买人。

六、出让人及其联系方式
出让人：靖江市国土资源局
联系电话：0523-84813553
联系地址：靖江市阳光大道12号809室

靖江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1月27日

靖江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