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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要　目

●省长吴政隆莅淮调研

●市委常委会召开

●市政府八届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召开

●全省 “一河四湖”河湖长制工作推进会在

淮召开

●兴业银行淮安分行入驻金融中心

●“淮商荟”企业家联谊会成立

●第十三届中国洪泽湖国际大闸蟹节开幕

●《淮安改革开放４０年图志》首发式和 “早

春记忆”图片展首展式举行

●“一带一路”淮扬菜国际化高端研讨会举行

●全国 “时代楷模”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报

告会在淮举行

●首届中国·天泉湖天文论坛在盱眙举行

淮安市档案局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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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９月大事记

　　９月３日　全市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会召开。市长蔡丽新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领导张国梁、刘必权、顾坤、肖进方、马玉龙，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钱斌等出席会议。

△　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产学研合作对接会暨智慧大讲堂在淮安

智慧谷举行。

９月４日　市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办公室、市工商局召开家用电

器、电子产品销售企业行政约谈会，９家大型商业流通企业负责人

参加约谈。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淮安区督查推进 “智慧政

法”聚合工程等政法重点项目。

９月４－５日　省发改委主任李侃桢率队到淮安实地调研综合

交通枢纽和相关重点工程规划建设、渠北片区扶贫开发以及大运河

文化带 （淮安段）建设情况。市长蔡丽新，市委副书记戚寿余，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陪同调研。

９月４－６日　省人大代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

晓东率领部分在淮全国、省人大代表，围绕改善农民居住条件，赴

浙江省湖州市和淮安市淮阴区开展年中专题调研。调研组受到湖州

市领导马晓晖、胡菁菁、陈浩、董立新、杨六顺等热情欢迎。

９月５日　市长蔡丽新赴清江浦区、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淮

阴区，走进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推进市区水环境治理工作。副市长

肖进方参加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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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６日　由洪泽区委区政府与江苏广电总台联合主办的首届

中国洪泽湖网络大闸蟹节在宁举行启动仪式。省广电总台党委书

记、台长、集团董事长卜宇，省委网信办副主任包丰，省广电总台

副台长、集团副总经理顾建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以及

新闻界、文艺界相关人士出席启动仪式。周毅、顾建国等共同启动

首届中国洪泽湖网络大闸蟹节。

９月７日　第３４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市领导姚晓东、蔡

丽新、王维凯、唐道伦、李森、周毅、李冰、马玉龙、孙晓阳赴学

校走访慰问教师，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

△　淮安市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重要单元达标活动推进会，

围绕文明农贸市场、文明小餐饮店、文明网吧、文明商场超市、文

明宾馆 （酒店）等５个重要单元达标活动进行专题推进落实。副

市长顾坤参加会议。

△　全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全面动员和

部署安排第四次经济普查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出席

会议并讲话。

△　省政协副主席周继业带领住苏全国政协委员一行莅淮调研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保护工作。

９月８日　ＣＣＴＶ－７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暨第十三届

中国洪泽湖国际大闸蟹节开幕式在洪泽湖古堰景区渔人湾举行，市

委书记姚晓东，央视七套农业节目党委书记赵泽琨，省海洋与渔业

局局长陶长生，省农科院院长易中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

毅，副市长马玉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组联络官

达格·哈特曼，与数千名群众一起欢庆丰收，共享丰收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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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市启动 “圆梦小康 崛起江淮”大型融媒体调研采访

外宣行动。

９月９日　省长吴政隆深入淮安市金湖县、洪泽区、清江浦区

调研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省政府秘书长陈建刚，省政府

副秘书长陆留生，省发改委主任李侃祯，省住建厅厅长周岚，省水

利厅厅长陈杰，省环保厅副厅长潘良宝，市委书记姚晓东，市委常

委、秘书长李森陪同调研。

△　来自海内外的美食专家、学者、名厨相聚淮安，参加

“一带一路”淮扬菜国际化高端研讨会，共同探讨淮扬菜创新发

展，为淮安申创世界 “美食之都”建言献策。市委书记姚晓东致

辞，市长蔡丽新主持研讨会。在研讨会间隙，副市长顾坤接受

“圆梦小康 崛起江淮”大型融媒体调研采访组访谈。

９月１０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全省加快改善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作会议精神、

省委书记娄勤俭在教师节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和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暨科技创新工作会议精神。

△　 市级机关 “慈善一日捐”活动举行。姚晓东、蔡丽新、

王维凯、戚寿余、张国梁、李晓雷、李森、葛平等市领导带头捐

款，以实际行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９月１０－１１日　副省长马秋林莅淮调研产业经济发展情况。

市领导姚晓东、张国梁、顾坤等陪同调研。

９月１０－１３日　全国人大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蔡丽新召

集部分在淮全国、省人大代表，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赴徐州

市、济宁市以及淮安市清江浦区、淮安区开展年中专题调研。省人

大代表、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晓雷，市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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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主任李冰等参加调研。

９月１１日　全市人大工作研讨交流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常

务副主任葛平主持会议。

９月１２日　 《淮安改革开放４０年图志》首发式和 “早春记

忆”图片展首展式在市档案局举行，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活动并

讲话。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主持活动。

△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淮入沂市级河长张国梁带队赴

分淮入沂河道开展巡河工作，现场查找问题，研究措施，全面推动

河长制工作。

△　淮台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会成立大会暨淮台企业家中秋恳谈

会在淮举行。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出席活动并讲话，市领导顾坤、范

更生、吉子俊、王莉莉及台商、淮商代表参加活动。

△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曲福田一行莅淮开展教育改革和农村

住房规划建设管理立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许步健、副市长马玉龙等参加调研。

△　市政协主席王维凯赴淮阴区刘老庄镇人大代表之家，开展

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主题活动，与省、市、区、镇四级人大代表

及部分群众座谈，共商富民之策、共谋发展之计。

９月１３日　西南岗片区２０１８年整体帮扶工作推进会在淮安召

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国强，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推进会并讲

话。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朱有华，市委副书记戚寿余等参加活

动。

△　淮安市公共交通领域银联移动支付上线启动仪式举行。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张奎，中国

银联江苏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强等出席活动，并亲身体验 “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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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

△　全市文明校园达标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副市长马玉龙参

加会议。

９月１４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污染

防治攻坚战工作推进会议。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

蔡丽新主持会议。

△　市委书记姚晓东会见到淮安考察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内务

部副部长阿吉洛夫·巴赫罗姆别克·卡赫拉莫诺维奇一行。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必权参加会见。

△　市长蔡丽新以 “学习周总理风范，争做模范共产党员”

为题，为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办公室全体人员上党课。

△　市长蔡丽新主持召开市政府八届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市

领导张国梁、顾坤、肖进方、马玉龙等出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受邀列席。

△　首届中国·天泉湖天文论坛在盱眙县举行。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党委副书记石硕、副市长顾坤等参加活动。来自世界各地

的３０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共计３００余人参

加论坛。

△　省政协副主席王荣平一行对淮安市长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

作机制落实情况及实施 “２６３”专项行动情况进行监督性调研。省

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王奇、副市长肖进方、市政协副主席

刘学军等参加调研。

９月１６日　市长蔡丽新赴涟水县涟城镇人大代表之家，开展

人大代表联系基层代表和群众主题活动，围绕乡镇布局优化、农村

相对集中居住等重点工作，与在涟省、市、县、镇人大代表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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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９月１７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听

取第五轮巡察工作情况汇报。市领导蔡丽新、戚寿余、李晓雷、张

长金参加会议。

△　 兴业银行淮安分行入驻金融中心暨与市国联集团全面合

作签约仪式举行，这标志着兴业银行成为首家正式入驻淮安金融中

心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委书记姚晓东会见了兴业银行南京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官恒秋一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参

加活动。

△　省政府召开全省质量工作暨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推进

电视电话会，省长吴政隆、副省长马秋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省政府秘书长陈建刚主持会议。市领导蔡丽新、顾坤在淮安分会场

收听收看会议。

△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长蔡丽新率住建、安监等部门负责

人，赴清江浦区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惠先宝带领省重大项目

督查组，莅淮督查淮安市纳入全省考核的重大项目建设情况。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参加活动。

△　市政协主席王维凯率队赴淮阴区马头镇现场督办乡镇布局

优化重点提案。市委副书记戚寿余，副市长肖进方，市政协副主席

吉子俊、秘书长吉文海参加活动。

△　市政协主席王维凯主持召开政协八届十三次主席会议。市

政协副主席刘学军、程刚、范更生、吉子俊、陶光辉、王莉莉、邱

华康，秘书长吉文海出席会议。

９月１８日　全市乡镇布局优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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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部署第二批县区乡镇布局优化工作，市委书记、全市乡镇布局

优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全市乡镇布

局优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丽新主持会议。市领导王维凯、戚寿

余、张国梁、李晓雷、唐道伦、李森、张长金、葛平、刘必权参加

会议。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带领市水利、环保等部门负

责人巡查淮河入江水道，督查挂钩断面水体水环境质量，对相关问

题进行现场交办。

９月１８－２０日　在中秋节及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淮安市见

义勇为基金会走访慰问了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及家属。

９月１９日　淮安市 “淮商荟”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市委书记

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委统战部部长戚寿余主持

恳谈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为 “淮商荟”揭牌。市政

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范更生介绍 “淮商荟”筹备成立情况。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涟水县专题调研智慧政法

聚合工程。

△　全市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９月２０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赴淮安区淮城街道瞻岱社区开展

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活动。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刘华参加活动。

△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新华日报木刻版画作品及史料

巡展 （淮安站）”在市美术馆开展。市委书记姚晓东到现场观展。

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罗一民，新华日报

党委委员、副总编顾雷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等共同为巡

展揭展。

—７—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主任会议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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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党组成员

许步健、秘书长应群出席会议。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中心组学习会。市人大常委会

常务副主任葛平主持学习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华、党组成员

许步健、秘书长应群参加学习会。

△　 “迎中秋·淮安情”———优秀客籍人才联谊活动在市美

术馆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长金参加活动。

△　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委副书

记戚寿余在淮安分会场出席会议。

９月２２日　涟水县举行 “举乡贤·话乡情·兴乡业”活动现

场交流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为涟水 “兴乡业”志愿服

务队授旗。

９月２５日　全市 “人大代表扶贫济困大行动” “双明”公益

活动启动仪式在金湖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副主任

刘华出席。

△　全市老干部工作会议召开，通报表扬全市老干部工作先进

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研究安排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老干部工

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长金，副市长肖进方出席会议。

△　我省召开道路交通安全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张国梁，副市长赵权在淮安分会场参加会议。

９月２６日　在江苏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学习期间，市委

书记姚晓东看望淮安援疆干部，考察淮安对口支援七师工作。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彭家

瑞在奎屯会见姚晓东一行。七师党委书记、政委刘新建，副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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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援疆前方工作组组长周青，副政委、师党委组织部部长徐广江

参加考察。

△　市长蔡丽新会见了到淮安调研的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钱凯法，总经理张有富一行，双方就加强合作、推

进淮安航空货运枢纽建设等事宜进行交流。副市长赵权参加会见。

△　全市突发事件和网络舆情事件舆论引导技能大赛决赛举

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

△　全市公众安全感和网格创建达标率推进工作座谈会召开。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出席会议。

△　旭远集团董事长吴育政、台达集团中达电通董事游文人等

台商企业家，走进中国淮扬菜文化博物馆，了解淮安淮扬菜的悠久

历史和深厚文化。副市长顾坤陪同参观。

９月２７日　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月度督查会办会举行。市长蔡

丽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出席督查会办会。

△　淮安市召开营商环境考评工作推进会，落实全市经济形势

分析会议精神，细化布置全市营商环境考核相关任务，确保全面实

现营商环境考核目标定位。副市长顾坤出席会议。

△　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就学前教育和 “上学难”问题召开市

人大代表约见政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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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应群等参

加活动。九位市人大代表分别就学前教育工作和义务教育阶段

“上学难”问题，与相关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一对一交流，面对面

沟通。

△　政协淮安市八届十次常委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王维凯，

副主席刘学军、程刚、范更生、仲波、吉子俊、孙晓阳、陶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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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莉，秘书长吉文海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出

席会议并通报情况。

９月２８日　全省淮河入江水道和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白马湖

河湖长制工作推进会在淮安召开。会议实地查看白马湖水环境治理

情况，研究部署 “一河四湖”河湖长制工作，推进 “一河四湖”

保护与治理。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就下一步工作提出

要求。省水利厅厅长、省河长办主任陈杰主持会议，市长蔡丽新作

会议发言。市领导赵洪权、肖进方出席活动。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二次主任会议，听取２０１８

年立法调研项目调研情况的报告，研究２０１９年立法计划，确定明

年的正式立法计划，讨论 《关于建立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 （代拟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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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２９日　全国 “时代楷模”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

淮安举行。市委书记姚晓东会见了报告团全体成员，对王继才同志

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报告团带队领导、连云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滕雯参加相关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主持报告会。

△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当前经济工

作，听取全市安全生产情况汇报，听取全市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情况

汇报，讨论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实施意见》（审

议稿）等。

△　市委书记姚晓东到建筑工地、快速路工地检查安全生产情

况。市领导张国梁、李森等参加检查。

△　市政协召开全市政协系统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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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副主席仲波出席会议。

△　第十期市人大讲坛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许步健出

席讲坛。

△　市委副书记、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戚寿余率队赴西

北某训练基地，看望慰问７３１０６部队野外驻训官兵。

９月３０日　由清江浦区和市供销社联合招引的中国供销农产

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农产品物流园项目投资合作签约仪式举

行。市委书记姚晓东，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曹少金出席签约仪式，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诸

纪录，副市长肖进方等参加活动。

△　副市长顾坤带队推进城区文明农贸市场达标工作。

△　副市长赵权带领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国庆节前安全

生产检查。

９月　淮安市开展渣土车密闭改造整治行动，渣土运输车未按

要求进行密闭改造的，不得在市区范围内从事建筑垃圾运输。

△　江苏省教学装备行业质量提升现场推进会在淮安市召开。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主任李守国、国家体育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副主任温天均、江苏省质监局副局长冯新南、副市长顾坤出席会

议。

—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