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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要　目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市委常委 （扩大）
会议

●市长蔡丽新主持召开市政府八届第２４次常
务会议

●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暨乡村振
兴头雁先进典型座谈会举行

●淮河生态经济带航空货运枢纽建设推进会召开
●第十八届中国·盱眙 （金诚）国际龙虾节

开幕

●中国 （淮安）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非遗展暨
２０１８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非遗展

示活动在淮开幕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暨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迎检工作动员会召开

●“智慧政法聚合工程”的终端成果——— “四

频一网”工程系统正式开通

●我市首批粉红丝带志愿者服务站挂牌成立

淮安市档案局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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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６月大事记

　　６月１日　中国 （淮安）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非遗展暨２０１８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非遗展示活动在淮安大剧院正式拉开帷

幕。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王晨阳，省文化厅党组

书记、厅长杨志纯，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裴旭，市领导姚晓

东、戚寿余、周毅、李冰、仲波等参加开幕式。

△　市委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会，邀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南

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作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专题

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学习会，市领导王维凯、戚寿余、

李晓雷、赵洪权、李森、周毅、葛平等参加学习。

６月３日　为抓好 “２６３”专项行动，推进中央、省环保督察

交办问题整改落实，市委书记姚晓东进企业、看现场、听介绍，对

部分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暗访督办。市委常委、秘书长

李森，副市长赵权等参加调研。

６月３－４日　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苏州市委副

书记、市长李亚平率苏州市党政代表团来淮调研考察，到周恩来纪

念馆举行苏州市委中心组现场学习，以实际行动传承弘扬周恩来精

神。苏州市领导陈振一、周伟强、王翔、杨晋、黄爱军、徐美健，

市领导姚晓东、蔡丽新、王维凯、戚寿余、李森、周毅、葛平等参

加活动。

６月４日　淮安·澳门闽台总商会产业发展对接座谈会在我市

举行。市领导蔡丽新、顾坤出席活动，与专程莅淮的澳门闽台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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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考察团顾问、中联办台务部部长徐莽，考察团团长、澳门闽台总

商会监事长、永衍利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王仁杰等亲切交谈，

共叙友谊，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葛平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准确把握思想大解放的深刻内涵，

坚持问题导向，真抓实干，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开创

新局面。

△　驻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周毅参加会议。

６月５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到淮安区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联系点调研。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参加调研。

△　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江苏省开展 “回头看”工作

动员会在南京召开，督察组组长马中平、副组长刘华就做好督察

“回头看”工作分别作了讲话，省委书记娄勤俭作动员讲话，会议

由省长吴政隆主持。会议采取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领导姚晓

东、蔡丽新、王维凯、戚寿余、李森、周毅、葛平等在淮安分会场

收听收看。

△　省住建厅组织专家组来淮，对 《淮安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成果进行论证。市长蔡丽新、副市长赵权等参

加了论证会。

△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戚寿余率队来到清江中学、清浦中

学、淮阴中学等市区高考点，实地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６月６日　市委、市政府向老干部通报全市乡镇布局优化工作

情况。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通报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戚寿余

通报全市乡镇布局优化工作情况。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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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常委、秘书长李森参加通报会。

△　市长蔡丽新赴涟水县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联系点

调研。

△　省住建厅在淮主持召开 《淮安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论证会，邀请南京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杨涛、南京工业

大学教授蒋伶、同济大学教授顾保南等专家以及省有关部门代表组

成专家组，对 《规划》进行详细论证。市长蔡丽新出席论证会并

致辞。

△　市委常委、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唐道伦实地巡

查河长制挂钩河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落实整改。

△　我市召开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联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戚寿余出席会议。

６月７日　我市召开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扩大会议，通报

全市政府性债务情况，明确下阶段工作重点，进一步规范政府融资

行为、落实风险防控措施，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市领

导蔡丽新、戚寿余、顾坤、赵权等出席会议。

△　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问题整改专题会议。市长蔡丽新出

席会议并讲话。戚寿余、顾坤、赵权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　市法院系统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和多元矛盾化解工作座谈

会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参加活动。

６月８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开展特色小镇建设和乡镇布局优化

工作专题调研，统筹推进农村相对集中居住，加快乡村振兴和新型

城镇化发展。市领导戚寿余、李森、赵权等参加活动。

△　市长蔡丽新暗访督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蔡丽新

强调，各级各部门、各企业都要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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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问题导向，

全面落实整改要求，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

△　市长蔡丽新赴生态文旅区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联系点调研。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城市网格化管理分指挥部指挥长

赵洪权赴淮安区部分小区，就老旧小区需要整治问题现场交办督

办，就文明创建社区网格化管理分指挥部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

６月１１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听取全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并原则同意 《关于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施方案》。

△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全省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推进会、省委中心组学习会和省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

△　省台办主任练月琴一行来淮专题调研台资集聚示范区建

设。市长蔡丽新、副市长顾坤参加调研活动。

△　市政府召开协调联络组会议，按照中央环保督察和省联络

组要求，研究完善我市联络协调工作机制，确保及时高效完成中央

和省交办的各项环保督察工作。省环保厅第三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

主任成杰，副市长赵权等参加。

６月１１－２４日　省环保督查组组长、省环保厅核与辐射环境

管理局局长唐振亚率队莅淮，开展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强化督查。

６月１２日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１２０周年 “海棠杯”全国散

文大赛颁奖仪式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行。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洪泽区就解放思想大讨论

工作开展调研。

△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淮入沂市级河长戚寿余带队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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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分淮入沂河长制工作并召开推进会。

△　第十八届中国·盱眙 （金诚）国际龙虾节以一场 “都梁

放歌”为主题的大型群众广场表演为序曲，正式拉开序幕。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城市网格化管理分指挥部指挥长

赵洪权赴洪泽区暗访老旧小区改造整治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现

场交办督办。

６月１２－１３日　省审计厅厅长侯学元一行来淮调研审计工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戚寿余参加座谈会。

６月１３－１４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仲梓，省人大常委会

教科文卫委主任周琪率省人大常委会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立法专题调

研组莅淮开展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市人大常委会常

务副主任葛平参加调研座谈会。

６月１４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专题调研中心城市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会办解决相关问题。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副市长赵

权参加调研活动。

△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晓雷到淮阴区、涟

水县对盐河沿线违章砂石货场、违章种植清除整治情况进行回头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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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刘华、徐利华，

党组成员许步健，秘书长应群参加会议。

△　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洪泽湖禁止采砂工作情况。

滞留我市洪泽湖水域的４５３条采砂船全部拆解完毕，实现洪泽湖淮

安水域采砂船 “清零”目标。洪泽湖禁采工作受到中央环保督察

组认可，正式从督查清单中 “销号”。

６月１５日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暨国家卫生城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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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迎检工作动员会召开。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蔡

丽新主持会议。市领导戚寿余、李晓雷、唐道伦、赵洪权、李森、

周毅、李冰、赵权出席会议。

△　全市人大代表 “千百万扶贫济困大行动”推进会在金湖

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副主任李冰、刘华、徐利

华，党组成员许步健，秘书长应群参加会议。

△　加拿大温哥华列治文南中区议员区泽光、南通世界通商总

会加拿大分会会长周元一行来淮，与淮安市体育总会签署掼蛋文化

交流合作协议，将淮安掼蛋推广到加拿大温哥华地区，进一步促进

两座城市和民间体育文化交流。

６月１９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淮河生态经济带航空货运枢纽

建设推进会。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蔡丽新主持会

议，市领导戚寿余、唐道伦、李伟等参加会议。

△　 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震宁率队赴联

系点盱眙县开展接待代表日活动，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对面

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和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国强、秘书长陈

蒙蒙，市委书记姚晓东，市领导葛平、徐利华参加调研。

△　市政府举行清安河整治现场推进会，市领导蔡丽新、赵权

出席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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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刘华，

党组成员许步健等参加会议。副市长肖进方列席会议。

６月２０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率队赴市检察院调

研解放思想大讨论工作，推进政法五大工程之一的生态保护司法绿

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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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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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刘华、

徐利华，秘书长应群等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戚寿余列

席会议。

△　市政协召开八届十二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副

主席程刚、范更生、仲波、吉子俊、孙晓阳、陶光辉、王莉莉，秘

书长吉文海出席会议。

６月２１日　市政府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市领导蔡丽

新、戚寿余、顾坤出席会议。

△　市长蔡丽新主持召开市政府八届第２４次常务会议，研究

讨论 《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与服务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听取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工作和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挂钩社区清江浦区柳树湾

街道西安路社区走访调研，就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开展提出要求。

△　我市召开 “践行周恩来精神、建好周总理家乡”专题教

育实践活动推进会，回顾前阶段工作，查找存在问题，落实推进举

措。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会议并讲话。

△　市政协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专题学习报告会，邀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

长、全国政协 “人民政协讲坛”特聘教授张峰作专题报告。市政

协副主席程刚、仲波、吉子俊、孙晓阳、王莉莉，秘书长吉文海出

席报告会，市政协副主席陶光辉主持报告会。

６月２１－２４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赴深圳、浙江、上海考察推

进重大招商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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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李森等参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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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２日　市政府召开环保督察整改和大气污染治理任务交

办会。市领导蔡丽新、赵权出席会议，省环保厅第三环境监察专员

办副主任胡道洪参加会议。

６月２５日　市政协主席王维凯主持召开政协淮安市八届九次

常委会议，围绕大运河文化带淮安段高质量建设等议题进行专题协

商议政，并就近期政协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６月２６日　市第二届 “最美交通人”风采展示大型活动在市广

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汪祝君、副巡视员陈

萍，市领导姚晓东、王维凯、李森、周毅、葛平、赵权等参加活动。

△　市委书记姚晓东会见省文投集团董事长梁勇、总经理徐宁

一行，就大运河文化带淮安段保护利用进行深入交流。市领导李

森、周毅参加活动。

△　 “智慧政法聚合工程”的终端成果——— “四频一网”（视

频监控、视频调解、视频信访、视频会议和综治信息网）工程系

统正式开通。市委书记姚晓东、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共同按下启动

球，“四频一网”工程系统正式启用。市领导赵洪权、李森、葛平

出席活动。

６月２７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赴联系点淮安区宋集乡条沿村，

与大家一起过党日、庆 “七一”，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参加党组织

生活，希望大家做到心中有党性、心中有策略、心中有群众，在解

放思想、强村富民方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市委常委、秘书长

李森参加活动。

△　由市文联、市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首届 “淮安摄影奖”

暨第七届摄影艺术展在郎静山摄影艺术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周毅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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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伟赴京杭运河 （中运河）巡查，

并就省市交办事项整改落实提出要求。

△　辽宁省铁岭市代表团一行到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考察，市

委常委、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唐道伦，市政协副主席范

更生陪同考察。

６月２８日　我市召开扫黑除恶省挂牌督办重点案件督办会。

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领导王维凯、李晓雷、赵洪

权、李伟、李森、葛平等参加会议。

△　全省立法工作会议在宁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娄勤俭、省长吴政隆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市领导姚晓东、葛平、徐利华、许步健在淮安分会场参加会议。

△　七届市委第五轮巡察暨农村危房改造专项巡察工作动员部

署会召开，市领导李晓雷、李伟参加会议。

６月２９日　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暨乡村振兴头雁

先进典型座谈会举行，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晓雷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李伟主持会议。

△　我市举行纪法宣讲 “千百万”行动专题报告会，市委书

记姚晓东围绕 “牢记初心使命，净化政治生态”给全市县处级党

政正职上了一堂廉政党课，为纪法宣讲 “千百万”行动拉开序幕。

市领导王维凯、戚寿余、李晓雷、唐道伦、赵洪权、李伟、李森、

周毅、葛平等聆听了党课。

△　全市政法系统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赵洪权参加报告会。

△　全市人大系统 “誓言永驻心中———学党章用宪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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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华、徐利华，党组成员许步健、秘书长应群等出席活动。

△　德润淮安２０１８年上半年 “新时代淮安好人”故事会在淮

安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市领导周毅、李冰、仲波参加活动。

６月３０日　为确保中央环保督察交办和反馈问题整改到位，

市委书记姚晓东再次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就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

查督办，推动整改落实。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副市长赵权等参

加现场督办。

△　市级机关工委召开庆祝建党９７周年先进典型座谈会。

６月　我市首批９家粉红丝带志愿者服务站正式挂牌成立。

△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 “化学创新药关键技

术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项目被正式批准为２０１８年度江苏省高

价值专利培育计划实施单位，获得项目专项资金３００万元，这是我

市首次获批该项目，是我市在知识产权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　市环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２０１７年全市环境

质量状况公报，并通报近期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补５月

５月２６日　２０１８中国信用４·１６高峰论坛发布了中国信用共

建年度推荐榜，我市信用工作办公室作为全省唯一、全国１２个单

位之一，荣获 “２０１７年度信用创新单位”称号。

５月２７日　市长蔡丽新率市代表团赴闻名全球的国际航空货

运枢纽———孟菲斯，开展货运机场考察和经贸招商访问。市委常

委、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唐道伦陪同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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