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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要　目

●市委常委会召开
●市政府八届第二十八次常务会议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杰出楷模周
恩来”专题展开展

●市经贸友好代表团赴荷兰、斯洛文尼亚考察
访问

●德国萨斯尼兹市、匈牙利巴托尼市政府代表
团莅淮考察访问

●江苏省新四军研究资料数据中心平台暨淮安
市数字化党史馆启用

●淮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成立
●首届 “运河文学”主题论坛暨 “漂母杯”

全国知名作家淮阴采风行活动举行

●“运河明珠淮安行”大型融媒体外宣活动开幕
●“大美运河·工致当代”工笔画展全国巡展
（淮安站）开幕

淮安市档案局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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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大事记

　　１０月６日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举行 “天医星”医学教育品牌

发展大会，庆祝建校６０周年。省政协副主席洪慧民，省委统战部

副部长瞿超，省卫计委副主任朱岷，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陈涤

平，市委副书记戚寿余，市政协副主席孙晓阳等领导和嘉宾到会表

示祝贺。

１０月７－１３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率经贸友好代表团赴荷兰、

斯洛文尼亚考察访问，推介淮安、走访企业、拜访交流，积极拓展

合作领域，对接高端资源要素，取得了丰硕成果。

１０月８日　淮安市举行市委党校 （市行政学院）２０１８年秋季

学期主体班开学典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张长金出

席典礼。

△　淮安市实验小学举行１１０周年校庆大会，来自五湖四海的

校友齐聚学校会堂，恭贺华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活

动。

１０月９日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级河长王燕文莅淮调

研，推动落实淮河入海水道苏北灌溉总渠河长制工作。省水利厅厅

长、省河长办主任陈杰参加活动，市长蔡丽新，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周毅，副市长赵权陪同调研。

△　市长蔡丽新以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目标和主要举措”

为题，为市委党校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学员授课。

△　淮安市考察团赴连云港学习考察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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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赵权参加活动。

△　上海市银监局巡视员张光平，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秘书长

赵海带领由１２家在沪外资银行行长组成的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考

察团莅淮考察。副市长顾坤出席座谈会。

△　全市生态保护司法绿坝工程调研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许步健出席会议。

△　淮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成立。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黄仕亮，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戚寿余为新成立的联合会揭牌。

１０月１０日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莅淮，调研指导解

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开展工作。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尚建荣

参加调研。市领导蔡丽新、赵洪权陪同调研。

△　市政府召开地市级老干部座谈会。市长蔡丽新，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出席座谈会。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一行赴盱眙县调研，围绕高

质量发展监测 “两项指标”双提升再进位，现场督查指导网格化

社会治理工作。

△　全市政治生态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戚寿余出

席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晓雷主持会议。

△　淮安市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加快改善全市农民群众

住房条件前期准备工作。市委副书记戚寿余、副市长肖进方等参加

会议。

１０月１１日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陆永泉率队莅淮，就淮安市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战略及规划进行专题研究会商。市长蔡丽新主

持会商对接会，市领导张国梁、赵权出席会议。

△　 “大美运河·工致当代”———工笔画展全国巡展 （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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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淮安市美术馆 （书画院）开幕。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

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重彩画研究会副会长许俊，中国美术

家协会中国重彩画研究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郭

继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开幕式。

△　涉台商台企矛盾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副市长顾坤出席会议，并共同为涉台商台

企纠纷诉调对接办公室和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台商台企纠纷巡回法庭

揭牌。

１０月１１－１２日　省政协副主席周继业带领少数民族、宗教界

委员莅淮开展 “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讲好江苏宗教事”主题

界别活动。市政协副主席刘学军、吉子俊参加活动。

１０月１２日　 “美好新时代，筑梦新淮安”２０１８紫金文化艺

术节淮安分会场群文广场演出举行。省委宣传部部委委员张年春携

省文艺界专家评审组一行观看演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许步健参加活动。

△　 “运河明珠淮安行”大型融媒体外宣活动在总督漕运部

院遗址开幕。来自全国３０多家国家和省市级媒体的７０余名总编、

记者参加了开幕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开幕仪式并宣

布活动开幕。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淮安区、清江浦区、淮阴

区部分小区，督查老旧小区整治工作。

△　２０１８江苏新时代乡村振兴与文明实践高峰论坛暨金湖 “乡

村振兴讲习所”实践创新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新华日报社社长、总

编辑、党委书记、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双传学，江苏省委机关

工委副书记朱学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等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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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２－１４日　第四届 “淮安技能状元”大赛在淮安信息技

术学院举行。开幕式上，市人社局为２０１８年淮安市技能大师工作

室和淮安市企业首席技师颁奖。

１０月１３日　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竞赛举行。副市长马玉

龙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　首届 “运河文学”主题论坛暨 “漂母杯”全国知名作家

淮阴采风行活动举行。活动作为全市 “中国大运河文化周”活动

的一个重要版块，由中国散文学会、江苏省作家协会、中共淮安市

委宣传部、中共淮阴区委、淮阴区人民政府主办，邀请了江苏、河

北、山东等大运河沿线部分城市的１０名知名作家参加。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活动。

△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陈萌山，农业

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张延秋等率队赴盱眙县开展调研活动。原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

任吴沛良，市委副书记戚寿余陪同调研。

１０月１５日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杨岳莅淮调研指导淮

河洪泽湖河湖长制工作。省水利厅厅长、省河长办主任陈杰等省直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市委书记姚晓东、市委副书记戚寿余

陪同调研。

△　市长蔡丽新率队赴涟水成集镇、陈师镇，实地调研农村集

中居住点和 “四好”农村道路建设情况，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　市长蔡丽新赴涟水县开展接访下访活动，协调会办疑难复

杂信访事项。

△　市八届政协连任委员培训班开班。市政协副主席陶光辉出

席开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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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好记者讲好故事”淮安报告会暨全市新闻战线骨

干培训班举行。省 “三教办”常务副主任、领队周强，省 “三教

办”副主任、副领队刘哲，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参加报告

会。

△　省财政厅副厅长沈益锋率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督查组莅淮

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情况专项督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张国梁出席汇报会。

１０月１６日　市委、市政府主办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学习杰出楷模周恩来”专题展览在周恩来纪念馆开展。市委书记、

市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姚晓东致辞

并宣布展览开展。市长、市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筹备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蔡丽新主持开展仪式。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

究员、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名誉会长廖心文，周恩来总理侄儿、

中国知青网理事长周秉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莱，市领导王维

凯、戚寿余、张国梁、李晓雷、唐道伦、赵洪权、李森、周毅、许

步健、刘必权、肖进方、赵权、范更生等出席活动。

△　淮安市举行 “学习周恩来的大局观”专题报告会，邀请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名誉会

长廖心文作学术报告。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报告会。市领导王维

凯、戚寿余、张国梁、李晓雷、唐道伦、赵洪权、李森、周毅、张

长金、许步健、刘必权、肖进方、赵权、范更生等参加报告会。

△　淮阴师范学院发展论坛暨建校６０周年庆祝大会举行。南

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胡敏强教授、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教授、台

湾玄奘大学校长简绍琦等５０余所高校、３０余所淮师合作学校的领

导到场祝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祝世宁教授，常州市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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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汪泉，洋河集团原董事长杨廷栋，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获得

者、著名作家徐则臣等４００余位海内外校友代表，１９５８年入学的

首届１９位老校友，现场向母校表达最美好的祝愿。市领导姚晓东、

蔡丽新、王维凯、许步健、仲波等出席活动。大会由淮阴师范学院

党委书记朱汉清主持。

△　由江苏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银潮》杂志社、淮安市委老

干部局、淮安市文联联合举办的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全省老

干部书画精品展举行开展仪式。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孙步乾，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张长金出席活动并为江苏银潮艺术馆、江苏银潮

书画院揭牌。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洪泽区推进挂钩骨干企业

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会办交办企业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

△　 “奏响最强音，建功新时代”２０１８淮安市职工文化节闭

幕。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张长金出席活动并为获

得优秀组织奖的单位代表颁奖。

１０月１７日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江苏省委、省政府反馈 “回头看”及大气污染问题专项督察

情况。督察组组长马中平通报督察意见，省委书记娄勤俭作表态讲

话，会议由省长吴政隆主持。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领导姚

晓东、蔡丽新、王维凯、张国梁、李晓雷、赵洪权、李森、张长

金、葛平等在淮安分会场收听收看。

△　市委书记姚晓东在第五个 “全国扶贫日”赴淮安区朱桥

镇石塘村，看望慰问低收入群众，调研扶贫项目和农村改革进展情

况。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参加调研。

△　市委书记姚晓东赴淮安区开展下访接访活动。市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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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李森参加活动。

△　市长蔡丽新主持召开市政府八届第二十八次常务会议，研

究部署加快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工

作。市领导张国梁、刘必权、顾坤、肖进方、赵权等出席会议，部

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受邀列席会议。

△　全市科技创新工作座谈会召开。副市长顾坤参加座谈会。

△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晓雷赴盱眙县西南

岗片区调研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　市人社局主办的第三届 “人保财险杯”退休人员暨老年

居民运动会举行。省人社厅副厅长相伯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张国梁参加活动。

△　全市人社系统精准扶贫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戚寿

余出席会议并讲话。

△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曲福田率调研组莅淮调研检察机关公

益诉讼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出席座谈会。

△　市委副书记戚寿余赴涟水慰问省、市委驻涟水帮扶工作

队。

１０月１８日　淮阴工学院建校６０周年发展大会举行。来自五

湖四海的校友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母校表达最真切的祝福。市委书记

姚晓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丁晓昌致辞。台湾中华大学校长刘维

琪、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尹群、芬兰于韦斯屈莱应用科技大学副

校长马贺奇等高校领导到场祝贺。市领导蔡丽新、王维凯、葛平等

出席活动。大会由淮阴工学院党委书记章跃主持。

△　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淮安代表处成立大会暨２０１８江苏

省工业互联网环省行 （淮安站）活动举行。省经信委副主任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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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副市长赵权出席大会。

△　市人大在涟水县召开北片区农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座谈

会。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主持会议。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淮安区、清江浦区、淮阴

区部分小区，督查老旧小区整治工作。

△　清江浦区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在发展论坛举行的重大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上，共集中签约１２个亿元项目，协议引资５１７．２

亿元，其中百亿级以上重特大项目２个、２０亿元以上重大项目７

个。市领导戚寿余、顾坤、范更生等参加活动。

１０月１８－１９日　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率国务院督导组一行莅

淮督导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市领导姚晓东、蔡丽新、张国

梁、唐道伦陪同调研。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党委书记、政委刘新建率党政代

表团莅淮，对淮安对口支援七师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就做好新一轮

对口援疆工作和两地合作发展进行考察交流。市委书记姚晓东与七

师党政代表团一行进行了座谈，市长蔡丽新主持座谈会。七师领导

周青、李江、徐广江、姜新海，市领导张国梁、唐道伦、赵洪权、

李森、张长金等参加相关活动。

１０月１９日　第八期全市政法大讲堂开讲。市纪委副书记、监

委副主任王连权以 “新时期如何加强全面从严治党”为题为全市

政法干警授课。市领导赵洪权、刘必权、邱华康等参加讲座。

△　市政府专题召开中央环保督察组 “回头看”反馈问题整

改提升工作会议。副市长肖进方参加会议。

△　按照市委 “学习周总理风范，争做模范共产党员”的工

作部署，市政府办公室开展专题党性教育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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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市政府党组成

员、秘书长王苏君以 “对标 ‘六个杰出楷模’，传承发扬恩来精

神”为题，为市政府办公室系统全体党员上了一堂专题党课。

△　全市政法系统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大会举行。市领导赵洪

权、刘必权、邱华康等参加会议。

△　全市未成年人关爱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诉厅副厅长、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副主任史卫忠，中国刑事诉讼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宋英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出席会

议。

１０月２０日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６０周年发展汇报会暨院士论

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副市长马玉龙，市政协副主

席孙晓阳参加汇报会。

１０月２０－２３日　淮安市在北京举办 “淮味千年”品牌农产品

金秋推介会，来自淮安７个县区的政府负责人一一登台，向与会的

１００多家农产品经销商推介家乡品牌农产品。

１０月２１日　 “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万名小记者共创文

明城活动启动仪式在淮安市实验小学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毅出席活动。

１０月２２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改善

农民群众住房条件相关文件。

△　全市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暨水环境治理攻坚推进会召

开。副市长肖进方参加会议。

△　全市口岸提效降费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顾坤出席会议。

１０月２３日　德国萨斯尼兹市、匈牙利巴托尼市政府代表团莅

淮考察访问。市委书记姚晓东会见了萨斯尼兹市市长弗兰克·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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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和巴托尼市市长约瑟夫·纳吉麦登一行。副市长顾坤参加会

见。

△　淮安市２０１８年突发环境事件示范性应急演练在金湖县举

行。副市长肖进方观摩活动。

△　市委政法委组织召开座谈会，对全市依法管理诚信经营企

业创建工作进行部署。市委常委、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唐道伦，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参加活动。

１０月２４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专题调研老旧小区整治工作。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等参加调研。

△　全市工业经济暨项目推进联席会议召开。副市长赵权参加

会议。

△　市人大常委会对淮阴区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市人

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参加活动。

△　全市纪检监察系统举行知识测试。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李晓雷带头参加测试。本次考试采取闭卷笔试、交

叉巡考的方式进行，全市１４００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分别在市区和县

区８个考点参考。

１０月２５日　副省长、省副总河长、新沂河沂河分淮入沂省级

河长费高云莅淮检查分淮入沂河长制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分淮入沂市级河长张国梁陪同检查。

△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主持召开市八届人大常委会

党组中心组学习会暨第三十三次主任会议。

１０月２５－２６日　全市加快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作会议召

开。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蔡丽新主持会议。市领

导王维凯、戚寿余、张国梁、唐道伦、赵洪权、李森、周毅、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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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葛平、顾坤、赵权等出席会议。

１０月２６日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淮安市委、市政府反馈环境保护督察情况。督察组组长王军通报督

察意见，市委书记姚晓东作表态发言，市长蔡丽新主持会议。

△　 “淮味千年”南京旗舰店正式开业，活动现场规划了产

品展销区、产品试吃区等互动区域，吸引了众多南京市民前往

“尝鲜”。

１０月２７日　２０１８第二届 “郎静山杯”中国新画意摄影双年

展在淮安国际摄影馆开幕。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省文联副主

席、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沈遥，郎静山先生之子郎毓彬及其夫人，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市政协副主席仲波等参加开幕式。

１０月２８日　盱眙县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启动仪式，面向

社会公开招募第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上海海洋大学党委副

书记、副校长汪歙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莱为盱眙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揭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参加启动仪式。

１０月２９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科技创新工作会议。市委

书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蔡丽新主持会议，市领导王维

凯、戚寿余、李森、顾坤、邱华康等参加会议。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召开第一、二次全体会

议，听取市政府关于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食品安全

工作专题询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晓东主持第一次全

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刘华，党组成员许步健，秘书长应群出席会

议。市长蔡丽新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列席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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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阎立率省政协特邀人士界

（三组）委员莅淮调研大运河文化带淮安段建设和淮盐文化传承利

用情况。市政协副主席仲波陪同调研。

△　淮安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指挥部办公室和分指挥部联席会

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第一副总指挥戚

寿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常务副

总指挥、办公室主任周毅参加会议。

１０月３０日　全市农业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三季度观摩推进会召

开。副市长肖进方参加活动。

△　第二届中国 （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招商招展说明会在

上海举行。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部长郭英会、省贸促会副会长黄政

以及日本、荷兰、印度等驻沪领事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英中贸

易协会等，国内外知名食品企业等８０多名代表和２０余家主流媒体

参加活动。副市长顾坤出席活动。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市

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

刘华，党组成员许步健，秘书长应群出席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刘必权列席会议。

１０月３１日　扬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正义，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夏心，市政协主席朱民阳等率领扬州市党政代表

团莅淮考察。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市委常

委、秘书长李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长金等陪同考察。

△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第六届常务理事会第

二次会议在淮安召开。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代会

长朱文泉，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原南京军区副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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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员、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徐承云主持会议。中国新四军

研究会高级顾问韩星臣，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清葆，中

国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弘强，淮安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等领导和

嘉宾出席会议。

△　全市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会召开。市长蔡丽新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领导戚寿余、唐道伦、肖进方出席会议。

△　省烟草学会第九届学术活动月观摩交流会在淮安举行。省

烟草专卖局 （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刘加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活动。

△　江苏省新四军研究资料数据中心平台暨淮安市数字化党史

馆启用仪式举行。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万建清，市委常委、

秘书长李森出席活动。

△　淮安市召开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第一次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内

部警示教育大会。本次大会分８个会场，１４００余名纪检监察干部

接受教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晓雷参加活动。

△　七届市委第六轮常规巡察暨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工作动员部

署会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晓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张长金出席会议。

△　由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李国华带队，民建省委主委洪慧

民、致公党省委主委麻建国等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组成的考察团一行莅淮考察调研新农村建设工作。市委副书

记、统战部部长戚寿余陪同调研。

△　江苏扶贫 “三会”理事长丁解民率队莅淮，座谈调研革

命老区扶贫资产管理使用情况。副市长肖进方参加座谈会并介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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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情况。

１０月　淮安市通报 “１５８”骨干企业及百亿工业企业培育进展

情况。副市长赵权参加会议。

△　２０１８年度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会召开。副市长肖进方

出席会议。

△　淮安市出台 《关于推进百镇千村品牌开发进一步加强区

域公共品牌保护工作的意见》。

△　全省地方志系统学习贯彻 《江苏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培

训会在淮安市举行。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漆冠山，副主任蔡金良、

方亚光，副市长马玉龙参加会议。

△　省科技厅下发 《关于公布２０１８年度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类）项目验收结果的通知》，淮安市江苏省人造草坪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变频漆包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化工余

热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１０家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

验收，纳入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序列。

△　省物价局发出 《关于命名表彰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江苏省价

格诚信单位的通报》，淮安市国信大酒店、龙宫大白鲸嬉水世界、

口腔医院等２３家单位获命名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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