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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要　目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市政府八届第二十六次常务会议召开

●滁州市党政代表团莅淮考察

●２０１８淮安国际半导体产业论坛开幕

●江苏盛世通用航空落户淮安

●中国漕运城、板闸遗址公园项目开工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史诗４０年！记者学者

淮安行”大型全媒体行动启动

●“产业头条”新媒体平台落户淮安并上线运营

淮安市档案局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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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８月大事记

　　８月１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调研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工作，详细了解 “四大工程”之 “司法解困直通车工程”

进展情况。市政协副主席、市司法局局长邱华康参加调研。

８月２日　市委中心组举行学习交流会，学习传达习近平在纪

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思想大解放引

领发展高质量进行交流发言。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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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平等参加会议。

△　省环保厅厅长王天琦、副厅长陈志鹏一行到淮安调研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市委书记姚晓东，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副市长

赵权参加调研。

△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扩大会，传达学习市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

△　省政协副主席阎立一行到淮安调研农村住房改造和农产品

网络营销工作。市政协副主席陶光辉陪同调研。

８月２－３日　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立法专家组组长、省人大

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公丕祥率省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立法调研组到淮安专题调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立法工作。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座谈会，汇报大运河淮安段基本概

况、建设成效以及下一步建设打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参加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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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３日　市政协副主席仲波率队开展重点提案调研督办活

动，推进 “四个一”改革构建便携高效公共服务体系重点提案落

实情况。

△　全市公安机关解放思想大讨论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市文化

馆举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必权出席演讲比赛。

△　淮安市首家公益诉讼网上举报平台——— “淮阴检察公益

诉讼随手拍”启动仪式和公益损害观察员聘任仪式举行。

８月６日　市长蔡丽新主持召开市政府八届第二十六次常务会

议，学习贯彻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研究讨论 《关于

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市领导张国梁、刘必权、顾坤、肖进方、

赵权，市政府秘书长王苏君出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受邀列席会议。

△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岳率队到淮安调研推进台资经济

发展工作。省台办主任练月琴参加活动，市长蔡丽新、市委副书记

戚寿余陪同调研。

△　市公安局党委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传达学习贯彻市委七届

七次全会精神。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必权主持会议。

△　市人大机关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交流会召开。市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葛平主持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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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７日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史诗４０年！记者学者淮安行”

大型全媒体行动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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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采访组，专访市委书记姚晓东。

△　淮安市与新华报业传媒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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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双传学，市

委书记姚晓东参加签约仪式并分别致辞。

８月８日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江苏盛世通用航空工业有限

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市委书记姚晓东，市委常委、淮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唐道伦，副市长赵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上海全

球科技创新中心理事长习明龙，俄罗斯 《顿思括耶》科学技术生

产联合体总经理叶果洛夫，江苏盛世通用航空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文华等出席签约仪式。

８月９日　２０１８淮安国际半导体产业论坛开幕。市委书记姚晓

东、江苏时代全芯存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龙共同为 “淮安时

代国际半导体论坛管理中心”揭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谢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李家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子企业协会会长董云庭，中国科学院信

息功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宋志棠，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ＩＢＭ院士伊勒傅希理欧等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省经信委副主任龚怀

进，市领导顾坤、赵权等参加开幕式。

△　市委书记姚晓东会见到淮安考察的美国凯西基金会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顾凯夫一行。省外办主任费少云，副市长顾坤，美国

凯西基金会高级顾问郑理等参加会见。

８月１０日　市委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 《营

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

实施方案》和 《淮安市盐业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市委书记姚晓东

主持会议。市领导蔡丽新、王维凯、戚寿余、张国梁、李晓雷、唐

道伦、李森、周毅、张长金、葛平、刘必权、顾坤、肖进方、赵权

等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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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中央、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工作方案，听取市委巡察工作有关情况汇报，传达学习全省组织工

作会议精神，审议 《淮安市乡镇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改

革试点方案》《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讨论淮安市表彰奖励工作文件。市委书记姚晓东主

持会议。

△　全市基层关工委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张长金出席会议并讲话。

△　江苏省工商联民营企业法律大讲堂在淮安举办，省高级人

民法院、省工商联律师顾问团的资深专家为参加活动的苏北五市多

家民营企业代表、工商联法律条线业务人员进行培训。省工商联副

主席李晓林，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范更生等出席活动。

８月１１日　市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机关部）暨市级机关

第三十届运动会掼蛋比赛在市行政中心开赛，市委常委、秘书长李

森参加活动。

８月１２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与淮安

市合作成立的 “产业头条”新媒体平台成立揭牌并上线运营。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

国经济时报社社长王忠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

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省政府研究室主任郑焱，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葛莱，市委书记姚晓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活

动。

８月１３日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举办纪法宣讲 “千百万”行动

专题报告会，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王苏君以 “增强纪律规矩

意识，涵养良好政治生态”为题上了一堂廉政党课，市政府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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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市双拥办、市志办８０多人参加了报告会。

△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携手广东浩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向江苏

经济薄弱地区公益捐赠启动仪式在淮安市举行，副市长肖进方出席

仪式。

８月１４日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副主任刘华一行

到市审计局专题视察调研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张国梁参加工作汇报会。

△　市政协机关纪法宣讲 “千百万”行动暨作风建设大会召

开，市政协主席王维凯作专题报告。市政协副主席程刚、仲波、吉

子俊、陶光辉，秘书长吉文海等参加活动。

８月１５日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推

进会议在宁举行。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委书记姚晓东在南

京主会场参加会议，市领导蔡丽新、王维凯、张国梁、李晓雷、赵

洪权、李森、周毅等在淮安分会场收听收看。

△　淮安市召开解放思想推进淮商高质量发展动员会。市委副

书记、统战部部长戚寿余，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范更生出

席会议。

８月１６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带领市发改委、交通运输局、铁

路办、生态文旅区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实地调研铁路建设情

况，并就规划宁淮铁路并行段工程进行现场会办。市委常委、秘书

长李森，副市长赵权等参加调研。

△　全市双拥工作推进会召开，传达省十一届双拥模范城命名

表彰大会主要精神并宣读第十一届省级双拥模范表彰决定，会上对

淮安市受到省级表彰的县 （区）、单位和个人进行颁奖。市委副书

记戚寿余，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必权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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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周毅出席活动。

８月１７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在南京会见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一行。副省长马秋林、中

共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参加会见。

△　市委常委会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按照

省委常委会对整改落实工作的统一部署，切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

见整改，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以更加优良的作风推

动淮安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省纪委、省委组织

部派员到会指导。

△　市长蔡丽新率队赴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税务局，调研国税

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和全市税收工作有关情况。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张国梁参加调研活动。

△　市工商联与台湾省商业总会签署建立友好商会协议书。市

长蔡丽新会见了台湾省商业总会理事长蔡国洲一行。副市长顾坤、

市政协副主席范更生参加活动。

△　淮安市代表队在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 （职工部）游泳

比赛中一举夺得四枚金牌。

８月１８日　中国漕运城、板闸遗址公园项目开工建设。市委

书记姚晓东出席开工仪式并下达开工令。市长蔡丽新、无锡市文化

旅游发展集团董事局主席张中云在开工仪式上致辞。市领导周毅、

赵权等出席开工仪式。

８月１９日　 “天使芳华，奉献淮安”主题慰问演出在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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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举行，市委书记姚晓东、市长蔡丽新等市领导为首届 “中国医

师节”淮安市 “首席医学专家” “医学科技精英” “优秀医师”

“优秀基层全科医师”获奖者颁奖。市领导周毅、李冰、马玉龙、

仲波、孙晓阳等参加活动。

８月２０日　市委中心组集中学习会暨市级机关讲坛举行，深

入学习贯彻国家大数据战略，着力提升淮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北

京理工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应邀作辅导报告。市委书

记姚晓东主持学习会。市领导蔡丽新、王维凯、戚寿余、张国梁、

李晓雷、赵洪权、李森、周毅、张长金、葛平等参加学习。

８月２０－２１日　副省长陈星莺莅淮调研，先后赴金湖县、洪

泽区、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淮安区，实地了解淮安旅游、卫生等

工作情况。市长蔡丽新、副市长顾坤等陪同调研。

８月２１日　全市人大代表工作座谈会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交流人大代

表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省

人大常委会人代联委主任刘广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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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应群等参加会议。

△　淮安市举行民革成立七十周年、江苏民革成立六十周年、

淮安民革成立三十五周年座谈会。副省长、民革江苏省委主委陈星

莺，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戚寿余出席活动。

△　淮安市警察协会成立。省警察协会会长吴跃章，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刘必权为警察协会揭牌，省警察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吕金玲出席活动。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洪泽区调研智慧政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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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１－３０日　省环保第一督查组进驻淮安开展专项督查工

作，督查主要采取听汇报、查资料、查现场的方式进行。

８月２２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赴金湖县督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市领导张国梁、李森参加活动。

△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率队赴盱眙县桂五镇水冲港村

开展扶贫调研会办工作。

△　全国首例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研讨会在淮安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副主任诸政红、《人民检察》副

主编庄永廉、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仲伟珩、省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后龙等专家学者汇聚淮安，共同研讨交流英烈

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问题。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汪莉，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市检察院检察

长肖天奉等参加活动。

△　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张国梁参加会议。

８月２３日　中共滁州市委书记张祥安、市长许继伟率领滁州

市党政代表团到淮安学习考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情况。中共淮安市

委书记姚晓东对滁州市党政代表团到淮安考察表示欢迎，双方就两

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方面的做法与经验进行深入交流。滁州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王图强，市政协主席汪建中，市委副书记朱诚，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金力，副市长李宝君、许光友、姚志，市政协副主

席王成山，中共淮安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参加考察。

△　市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分指挥部工作推进 （扩大）会议

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

毅，副市长赵权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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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３－２４日　市长蔡丽新率队赴苏州昆山开展经贸招商，

先后拜访福立旺精密机械电子、波力食品、鲜活果汁、优诺酸奶等

外资企业并洽谈合作。市商务局、淮安工业园区、市外资招商处负

责同志参加招商活动。

８月２４日　全市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戚寿余主持会议，市领导李晓雷、唐道伦、

李森、周毅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长金在会上作具体

工作部署。

△　淮安市代表队在省十九运 （职工部）田径比赛中取得一

金一银三铜的好成绩。

△　省环保第一督查组到金湖县开展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督查

组先后到金湖金苹果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格林沃德包装有限公司、

神华大道道路施工现场等地，认真查看项目整改情况以及项目周边

环境质量，并对金湖县绿源建材有限公司的治理效果予以充分肯

定，建议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８月２６日　２０１８洪泽湖生态经济区暨江苏美丽经济发展高峰

论坛在宁举行。新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

长双传学，中共淮安市委副书记戚寿余，省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

厅长马宁，扬子晚报总编辑王文坚分别致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

力群，省旅游局副局长陈芬，省发改委副主任汤明海，省政府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臧建东等出席论坛。

△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文章 《淮安，为永续发展留

足生态空间》。

８月２７日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月度点评会召开。市委书

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戚寿余主持点评会，市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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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梁、李晓雷、唐道伦、赵洪权、李森、周毅、李冰、刘必权、

顾坤、马玉龙、仲波、邱华康等参加会议。

△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关情

况汇报，研究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关事宜。市委书记姚晓东主

持会议。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主任会议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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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利

华，党组成员许步健，秘书长应群参加会议。

８月２８－２９日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举行第一次、

第二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主持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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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市长马玉龙列席第一次全体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必权列

席第二次全体会议。

８月２８日－９月２日　２０１８台湾·淮安周在台湾举行。市领导

姚晓东、唐道伦、李森、周毅、顾坤等参加活动。

８月２９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魏国强到淮

安看望慰问省委驻淮帮扶工作队员，调研淮安扶贫开发工作。副市

长肖进方汇报了淮安市扶贫开发工作情况。

８月３０日　市政府专题推进中心城市重点项目建设，实地查

看项目进展，现场会办具体问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长蔡丽

新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加大力度、提高效率，确

保按期保质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副市长赵权参加活动。

△　淮安区河下街道办事处打造的 “幸福河下”网格化管理

ＡＰＰ信息平台被第十五届中国信息港论坛授予 “２０１８年中国信息

与大数据应用创新优秀成果金奖”。

—０１—



△　淮安市农机化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金湖县塔集镇召开，副

市长肖进方参加会议，与会人员现场观摩各类高效植保机械作业。

８月３１日　市长蔡丽新调研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盘点公共交

通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会办项目建设中存在问题，研究新形势下推

动公共交通事业发展的新举措。副市长赵权参加调研。

△　市长蔡丽新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赴洪泽区，调研了解华强

方特项目及其交通体系建设，推动该区全域旅游工作。副市长赵权

参加调研活动。

８月　淮安市江苏欣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

业有限公司和江苏清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入选 ２０１８年度江苏省

“最具发展潜力科技人才创业企业”。

△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督导汇报会召开。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必权参加会议。

△　淮安、涟水、盱眙三县 （区）获批２０１８年第二批国家农

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省级以上财政资金投资控制指标４２３７５

万元，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 ３万亩，全年合计建设高标准农田

２２５万亩，财政总投资达到３３７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１％。

△　全市政法系统高级研修班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等参加培训。

△　市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分指挥部召开工作座谈会，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分指挥部指挥长赵洪权出席会议。

△　淮阴师范学院６个项目获２０１８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一

般项目５项、教育单列学科一般项目１项；１８个项目获２０１８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资助，包括面上项目５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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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市召开科技企业孵化器及众创空间运营绩效评估工作

部署会。

△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公布 《２０１８年中国大陆地

区投资环境与产业发展调查》报告，淮安市连续七年获评台商投

资 “极力推荐城市”。

△　淮安市王军、赵通爱两人入选８月份江苏好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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