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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要　目

●中共淮安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隆重

开幕

●市委常委会召开

●市政府八届第三十二次常务会议召开

●中国共产党淮安军分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隆

重召开

●“奔腾岁月———淮安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

题展”开展

●淮安市荣获 “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城市”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与淮安市签署６００亿元战

略合作协议

●淮安高铁东站正式开工建设

淮安市档案局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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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大事记

　　１２月１日　副省长费高云率队莅淮调研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

件工作，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刘聪、省住建厅厅长周岚等参加调研，

市委副书记戚寿余、副市长肖进方等陪同调研。

１２月３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赴市妇联，和妇联干部、妇女代

表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

时重要讲话和中国妇女十二大精神，进一步谋划推动全市妇女事业

创新发展。

△　驻淮高校文明校园达标活动现场推进会在淮阴工学院召

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会议并讲话。

△　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筹备工作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常

务副主任葛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应群主持会

议。

１２月４日　市长蔡丽新走进新广播电视中心、运河之都民防

馆、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师院附中高中部迁建工程等建设现场，实

地调研民生和社会事业项目建设情况。

△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必权带领市城管、发改委、国

土、规划、环保等部门和清江浦区、淮阴区相关负责人，调研王元

餐厨废弃物处理厂，推进生活固废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工作。

△　市人大代表赴淮安区石塘镇靖大庄居委会，围绕 “改善

农民居住条件”开展 “全市人大代表接待群众日”活动。市人大

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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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总理与乌兰牧骑图片展”在周恩来纪念馆开幕。

周恩来侄女，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活动。

△　北片县区政法工作调研座谈会暨全市政法重点工作谋划部

署会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市政协副主席、市司法

局局长邱华康参加会议。

１２月４－５日　昆山市委书记杜小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

旭东率昆山市党政代表团莅淮考察，并向周恩来纪念地捐赠建设经

费，表达对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的深切缅怀之情。市委书记姚晓东

出席捐赠仪式，对昆山市支持总理家乡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希

望双方在台资高地建设方面迈上新台阶，取得合作共赢的丰硕成

果。市长蔡丽新出席捐赠仪式并陪同考察。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

主持捐赠仪式。

△　副市长赵权实地督查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市住建局、

水利局、环保局负责同志参加。

１２月５日　省直南京组、淮安组省人大代表在洪泽区就洪泽

湖生态保护工作开展会前视察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邢春宁参

加活动，市领导蔡丽新、葛平、刘华、肖进方陪同视察。

△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魏然一行莅淮调研军

民融合发展工作。市委副书记戚寿余、淮安军分区司令员徐建松等

陪同调研。

１２月５－６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蒋卓庆莅

淮调研党风廉政建设和扶贫攻坚工作。市委书记姚晓东陪同调研，

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市领导戚寿余、李晓雷、唐道伦、肖进方陪

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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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６日　江苏省大运河 （淮安）文化旅游发展基金座谈会

召开。市长蔡丽新与省文化投资管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盛蕾，

就设立江苏省大运河 （淮安）文化旅游发展基金有关事宜进行深

入交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参加座谈。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专题调研全市司法行政工

作，市政协副主席、市司法局局长邱华康参加调研座谈会。

１２月６－７日　中国共产党淮安军分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隆重

召开。大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总结

过去五年工作，研究提出今后五年目标任务，选举产生军分区第十

四届党的委员会和新一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市委书记、军分区

党委第一书记姚晓东出席大会并讲话，军分区政治委员张立军代表

军分区第十三届党委作工作报告，市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徐建松

致大会闭幕词。

１２月７日　淮安高铁东站正式开工建设，高铁东站暨综合客

运枢纽项目建设推进会在施工现场举行。上海铁路局南京枢纽工程

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史良洪，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传霖，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喜，市领导姚晓东、

蔡丽新、王维凯、张国梁、唐道伦、李森、葛平、赵权等参加活

动。

△　市长蔡丽新率队赴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督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市领导张国梁、唐道伦参加调研活

动。

１２月８日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辖属淮安分行正式开业，中信

银行南京分行与淮安市签署６００亿元战略合作协议。中信银行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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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孙德顺，中信集团总经理助理兼中信证券董事长张佑君，中信

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陆金根，市委书记姚晓东，市长蔡丽新，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市委常委、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唐道伦等出席活动。

△　全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启动仪式在万达广场举行。目

前，全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已从清查阶段进入到入户调查

阶段。

１２月１０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省委重点改革任务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方案、市委深改委相关规则细则和 《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

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市领导蔡丽新、王维凯、戚寿余、张国

梁、李晓雷、唐道伦、赵洪权、李森、周毅、徐建松、葛平等出席

会议。

△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全省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

作推进会精神，讨论通过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

意见》等文件。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

△　全市百项堵点疏解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市长顾坤参加会

议。

１２月１１日　省人大代表淮安一组集中视察清江浦区、淮安区

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情况。省人大代表、市委书记姚晓东指出，

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脱贫攻坚的重要

举措，事关农村发展大局，事关长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全市上

下要加快推进力度，提高居住水平，全力推动淮安市这项工作走在

苏北前列，为江苏高质量发展作出淮安贡献。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

主任葛平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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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蔡丽新赴淮安区调研，进企业、看项目、听汇报，全

面了解该区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万力一行莅淮调研残疾

人脱贫攻坚工作，副市长马玉龙陪同。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洪泽督查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现场交办洪泽区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实地察看鸿盈花园和苏源绿洲小区，并就洪泽区做好文明城市

创建和高质量跨越发展考核工作提出要求。

１２月１２日　市委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会，学习省委关于 《统

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

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有关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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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道伦、赵洪

权、李森、周毅、徐建松等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

梁传达省委两份文件精神。

△　由省统计局、市统计局和清江浦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

“全面贯彻 《意见》 《办法》 《规定》，全力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普

查”大型广场宣传活动在钵池山公园举行。省统计局局长王汉春，

市长蔡丽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出席活动。

△　全市召开江苏妇女十三大精神宣讲会，副市长马玉龙出席

宣讲会，介绍江苏省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概况，传达省委书记娄

勤俭和全国妇联领导讲话精神，并对全市妇联系统学习宣传贯彻领

导讲话和大会精神提出要求。

△　副市长赵权带领市水利局、住建局、环保局、农委分管负

责人巡查柴米河、古盐河、大治河河长制及水污染防治任务落实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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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３日　市长蔡丽新率队赴涟水县调研，全面了解该县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和项目建设情况，巡查河长制落实工作。副市长肖

进方参加河长制工作巡查。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涟水就２０１９年政法工作

的开展进行专题调研。

１２月１４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率队视察全市人防工程

建设情况。

△　全市冬春水利建设暨稻虾共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戚

寿余、副市长肖进方出席会议。

１２月１５日　 “奔腾岁月———淮安市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主题展”

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展。市民纷纷前往观展，见证历史变迁，寻

找感动记忆。

△　２０１８江苏淮安 （南京） “淮味千年”品牌农产品推广展

销会在江苏国际农展中心举行。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胥爱

贵，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吴沛良，省农业农村

厅厅长杨时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夏春胜，省商务厅副厅长

周长青，省供销总社副主任窦立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党委

常委、副师长胡晓江，辽宁省铁岭市副市长张世伟等出席活动。南

京地区资深美食达人、业内享有 “金陵食神”美誉的章晓秋分享

了他对淮安农产品情有独钟的感受。市长蔡丽新致辞，副市长肖进

方主持活动。

１２月１６日　上海市江苏淮安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淮

安市新兴产业主题推介会在沪举行。江苏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王建康，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副主任黄建平，上海市工商联副主

席汪剑明，淮安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戚寿余，市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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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联主席范更生出席会议。

１２月１７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市长蔡丽新等赴市体育中心参

观 “奔腾岁月———淮安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展”。姚晓东指

出，全市上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时刻牢记习总书记 “把周总理的家

乡建设好，很有象征意义”殷殷嘱托，坚决用好改革开放这 “关

键一招”，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身新一

轮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奋力开创淮安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新

时代崛起江淮精彩篇章。王维凯、张国梁、李晓雷、唐道伦、李

森、周毅、葛平等一同参观展览。

△　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典型经验推广培训会在淮安召开。副

市长马玉龙参加会议。

△　市政协领导对全市法院工作进行专题视察。市政协主席王

维凯，市政协副主席刘学军、程刚、仲波、吉子俊、陶光辉、邱华

康，市政协秘书长吉文海等参加活动。

１２月１８日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在京隆重召开。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淮安市引起强烈反响，各界干部群众为改革开

放４０年的光辉历程感到振奋，对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

进充满信心和决心。市领导姚晓东、蔡丽新、王维凯、戚寿余、张

国梁、李晓雷、赵洪权、李森、周毅、徐建松、葛平等在市行政中

心会议室收听收看了大会盛况。

△　全市加快推进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协调小组召开第

一次会议，研究讨论相关配套政策文件，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确保全市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作起好步、开好局。市委副书记

戚寿余、副市长肖进方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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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９日　市委常委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深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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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淮安市近年

来少数市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全面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明确整改方向和整改措施。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

△　市委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会，专题学习中央和省庆祝改革

开放４０周年大会精神。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学习会。市领导蔡丽

新、戚寿余、李晓雷、唐道伦、赵洪权、李森、周毅、徐建松、葛

平等参加学习。

△　淮安市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

行。市领导蔡丽新、唐道伦、顾坤，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孙小平

出席签约仪式。

△　驻苏部队省人大代表一行莅淮视察完善拥军政策增强军人

荣誉感工作，市领导刘华、刘必权等陪同视察。

△　全省加强 “两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在淮安分会场出席会议。

△　市政协组织收看省政协传达全国政协会议精神电视电话会

议，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市政协副主席程刚、仲波、吉子俊、陶光

辉、王莉莉，市政协秘书长吉文海参加会议。

１２月２０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淮安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工作报告以及市委明年工作的意见建议。市委常委、秘书长

李森参加座谈会。

△　市长蔡丽新代表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就 《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征求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市政协主席王维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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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市委主委李冰，市政协副主席范更

生、吉子俊、陶光辉、王莉莉、邱华康以及部分市政协委员参加会

议。

△　市长蔡丽新主持召开市政府八届第三十二次常务会议，听

取２０１９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重大项目、为民办十件实

事项目等安排情况，研究 《淮安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通告》《淮安市推进 “停车便利化工程”实施意见》等文件。

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受邀列席会议。

△　市长蔡丽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围绕党的纪律建设

上党课，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理解和认识，以

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作风建设，为推动淮安高质量跨越发

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作风保证。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挂钩县区洪泽区，作题为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作风建设》的专题党课。

△　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带领 “委员之家”第一组委员开展活

动，现场观摩了江苏省淮安技师学院、江苏银潮艺术馆、淮安老干

部史料陈列馆。

△　江苏省新闻战线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周强、副主任刘哲率领省督查调研组莅淮，专题督查调

研新闻战线开展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情况。

△　市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理事会议暨２０１８年度研讨交流会

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葛平、秘书长应群出席会议。

△　水利部和省政府共同召开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验收

会，淮安市通过验收，成功摘得 “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城市”这一

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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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０－２１日　全省残疾人光伏扶贫项目现场推进会在盱眙

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郭文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秘书

长尹卫东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姚晓东致辞。

１２月２１日　由市文明办、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 “与改革开放

同成长、与文明淮安共奋进”淮安市职工文明城市创建知识竞赛

决赛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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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主任周毅出席活动。

△　省人大代表淮安二组集中视察金湖县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

善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李晓雷参加视

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华陪同视察。

１２月２２日　市长蔡丽新率队赴市生态文旅区、工业园区调

研，了解重点项目实施情况，推进当前工作，部署新一年工作，为

高质量跨越发展聚力蓄势。

△　淮安市举办第三届食品药品安全科普知识大赛。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李冰出席活动。

１２月２４日　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省委书记

娄勤俭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主持大会。大会

采用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市领导姚晓东、蔡丽新、王维凯、戚寿

余、张国梁、李晓雷、赵洪权、李森、周毅、徐建松、葛平等在淮

安分会场收看。

△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全省党委秘书长会议精神，讨

论市第七次党代会第三次会议相关文件，听取２０１９年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指标和重点项目安排、２０１９年十件民生实事项目编排

情况汇报，讨论淮安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实施办

法，听取出席市第七次党代会第三次会议代表资格审核及分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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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研究２０１８年度市委常委会班子民主生活会有关事项。市委

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

△　淮安市民营经济研究会三届一次会员大会举行。市政协主

席王维凯、副主席范更生、秘书长吉文海出席会议。

１２月２５日　市政府召开原地市职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就即

将提交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和

建议。市领导蔡丽新、张国梁出席会议。

１２月２６日　全市工业经济暨项目推进联席会议召开，盘点今

年以来工业经济各项指标进展以及项目引建情况，部署２０１９年各

项工作。副市长赵权参加会议。

△　淮安市集中宣传 《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

活动在万达广场启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必权出席活动。

△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干部 “岗位大练兵”活动知识竞

赛决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活动。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市公安局调研。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刘必权参加调研座谈会。

△　全市加强 “两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出席会议并讲话。

△　副市长马玉龙实地督查全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开

展情况。

△　全市农村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戚

寿余出席会议，副市长肖进方主持会议。

１２月２７日　第十二期市人大讲坛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

主任葛平，副主任刘华、徐利华出席论坛，秘书长应群主持论坛。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巡察淮河入江水道，实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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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洪泽区三河镇境内埋坟清理情况和汪木排河马坝大涧下游生活污

水排放整治现场，并就入江水道中存在的环境问题现场会办。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葛平主持会议。

△　淮安市旅游协会会员大会召开。省旅游协会会长张卫国，

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副市长顾坤等出席大会。

１２月２８日　中共淮安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淮安大

剧院隆重开幕。会议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部署，动员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实干，奋力推进

淮安高质量跨越发展，阔步迈向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在上午举行

的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上，市委书记姚晓东代表中共淮安市第七届

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 《奋力推进高质量跨越发展全力冲刺高水平

全面小康》的工作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蔡丽新主持大会并宣

布大会开幕。戚寿余、张国梁、李晓雷、唐道伦、赵洪权、李森、

周毅、徐建松等市委领导在主席台就座。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后，

各代表团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委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情况报告、

市纪委工作报告和相关决议 （草案）。市委书记姚晓东参加淮安区

代表团审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蔡丽新参加涟水县代表团审议。下

午，姚晓东主持大会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淮安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市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

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１２月　省商务厅公布２０１８年绿色商场创建单位名单，淮安市

新亚、金鹰两家商场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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