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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要　目

●淮安市代表团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淮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淮安市第八届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会召开

●市政府八届第三十三次常务会议召开

●全市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召开

●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

●市领导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淮安市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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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月大事记

　　１月１日　由市委宣传部、淮安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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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

帷幕。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开展以来，共有４００多个单位、５万多人

次现场参观，网上展馆参观人数超过１５万人次。

△　徐宿淮盐铁路淮安境内８２公里的铺轨工作正式结束。

１月２日　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姚晓东

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蔡丽新主持大会。

１月３日　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大会。省委书记娄

勤俭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主持会议。会议采

用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领导姚晓东、蔡丽新、戚寿余、张国梁、李晓

雷、赵洪权、李森等在淮安分会场收看。

△　市政府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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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平出席会议。

△　市政协举行学习报告会，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就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中国共产党淮安

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精神作辅导报告。市政协副主席刘学

军、仲波、吉子俊、陶光辉，秘书长吉文海及全体机关人员参加会议。

１月４日　全国首个大运河产业发展基金———“江苏省大运河

文化旅游发展基金”在南京成立。省长吴政隆出席成立大会并启动

基金。会上，省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基金分别与江苏省大运河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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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行区域子基金签约。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出席大会

并讲话。副省长王江主持会议。省政府秘书长陈建刚参加会议。

１月６日　市长蔡丽新率队赴省对台交流基地———古淮河文化

风光带、台商服务中心、台商学院等地，调研推进台资集聚示范区建

设工作。副市长顾坤参加调研活动。

１月７日　市长蔡丽新率队赴淮阴区、清江浦区，查看相关建筑

工地扬尘管控情况，督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市政府还召开专

题会议推进市区禁燃烟花爆竹工作。市领导刘必权、肖进方参加活

动。

１月８日　市第１０４次规划委员会暨规划咨询委员会会议召

开，审议淮安生态新城高铁新区核心区城市设计等７个规划编制项

目、清江浦区水沐·明悦府等２个重点项目方案、洪泽区东双沟镇总

体规划局部调整等９个规划调整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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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李森等参加会

议，副市长赵权主持会议。

△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各县区委书记、各园区平台

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抓基层党建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及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整改情况述职。市委书

记姚晓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受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委派，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许善平到会听取述职并讲话，省委组织部有

关同志到会指导。

１月９日　国务院召开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传达李克强总

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批示，总结２０１８年安全生产工作，分析面

临的形势任务，部署２０１９年安全重点工作及春节、全国“两会”期间

安全防范工作。市长蔡丽新在淮安分会场收看收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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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常委会召开２０１８年度民主生活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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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党建办副主任洪

浩讲话。

△　全市企业两化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市长赵权参加会议。

１月１０日　全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全体会议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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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权

出席会议。

△　市长蔡丽新主持召开市政府八届第三十三次常务会议，讨

论完善《政府工作报告》，研究政府系统“中梗阻”专项治理、“三新一

特”主导产业发展、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建

设等方案意见。市领导张国梁、刘必权、顾坤、肖进方、赵权、马玉龙

等出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受邀列席会议。

△　２０１８淮安市妇联家庭文明建设工作表彰会举行，市政协副

主席王莉莉出席并为受表彰人员颁奖。

１月１１日　市政府党组召开２０１８年度民主生活会。市长蔡丽

新主持会议。

△　２０１９年江苏省暨淮安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

活动在盱眙县马坝镇举行。副省长王江出席启动仪式，为“三下乡”

服务分团授旗，并慰问淮安市先进典型代表。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焦建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参加活动。

１月１２日　全市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姚晓东

出席会议并作动员部署讲话。市长蔡丽新主持会议。市领导王维

凯、戚寿余、张国梁、李晓雷、赵洪权、李森、周毅等出席会议。

△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市级机构改革部门转隶组建工

作方案、市级机构改革中部分单位党组织设置与隶属关系调整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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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

△　“新春走基层，央媒看淮阴”大型新闻采访活动启动仪式举

行。人民网副总裁唐维红，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出席活动。

１月１３日　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淮安代表团在驻地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赵鹏、刘永忠、姚晓东、蔡丽新、葛平、王正喜、

诸纪录、张国梁、李晓雷等出席会议。会议推选姚晓东为淮安代表团

团长，蔡丽新、葛平为副团长，宣布了小组召集人名单；审议了大会主

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了大会议程（草案）。代表团全体会

议后，代表团团长、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党员会议，成立了代表

团临时党支部和临时党小组。

△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南京开幕。市政协主席王维凯、

市委副书记戚寿余等淮安市１８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议。

１月１４日　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淮安代表团召开全

体会议，审议省长吴政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长、常务副省长樊金龙，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鹏、刘永忠参加淮

安代表团审议。淮安代表团团长、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蔡丽

新、葛平、李晓雷等参加审议。省科技厅、财政厅、工信厅、教育厅等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１月１５日　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淮安代表团分组审

议省长吴政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鹏、

刘永忠，市领导姚晓东、蔡丽新、葛平、李晓雷等参加审议。

△　淮安市召开机构改革市级部门转隶组建工作布置会，深度

解读党政机构改革市级部门转隶组建工作方案，明确实施步骤和工

作要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参加会议。

△　淮安市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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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打赢禁放工作“第一仗”。副市长刘必权出席会议。

１月１６日　省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

来到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淮安代表团参加审议。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省委秘书长樊金龙，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鹏、刘

永忠，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蒙蒙，省委副秘书长杨琦，市领导和淮

安代表团负责人姚晓东、蔡丽新、葛平、李晓雷参加审议。淮安代表

团团长、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

△　淮安市举办２０１８年四季度农业重点项目建设观摩会。副

市长肖进方参加会议。

１月１６－１７日　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淮安代表团分

别召开全体会议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省

两院工作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鹏、刘永忠，市领导和淮安

代表团负责人姚晓东、蔡丽新、葛平、李晓雷参加审议。淮安代表团

副团长、市长蔡丽新主持全体会议。

１月１７日　２０１９年全市春运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副市长、市春运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权参加会议。

△　淮安市扶贫开发协会六届一次理事会暨淮安市扶贫基金会

成立会议召开。省扶贫“三会”理事长丁解民、副市长肖进方出席会

议。

１月１８日　２０１８年度全市人民调解工作报告会举行。市政协

副主席、市司法局局长邱华康出席报告会并致辞。

△　２０１９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招商招展说明会在北京

举行。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部长郭英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沈篪，瑞士、匈牙利、埃塞俄比亚

等国家驻华使馆官员，中国国际采购商联合会、马来西亚商会、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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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卡中国经济文化协会等机构和境内外知名食品企业负责人参加活

动。副市长顾坤出席活动。

１月２０日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华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冰、徐利华，党组成员许步

健出席会议。

１月２１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省“两会”精神和省委娄书记到淮安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对淮

安工作提出的要求。

△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淮安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和关于促进

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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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毅等参加会议。

△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主要精

神，讨论淮安市加快推进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五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淮安市“三新一特”主导产业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和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听取淮安

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淮安市八届三次会议筹备

工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情况汇报，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

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党组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

议。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姚晓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华

主持第二、三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徐利华，党组成

员许步健等出席会议。市长蔡丽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李晓雷，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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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市长、市春运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权带领有关单位负责

人，赴淮安涟水机场、火车站、汽车北站等站点检查春运工作。

△　副市长顾坤带领市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等部门分管负责

人赴学校和药店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检查。

△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年度工作暨维稳工作会议召开。市

领导赵洪权、刘必权、邱华康出席会议。

△　市工商联（总商会）召开八届三次执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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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商会会长范更

生出席会议。

１月２２日　省第三综合检查考核组到淮安市开展现场集中检

查考核工作，并召开２０１８年度综合检查考核工作汇报会。省委常

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省第三综合检查考核组组长、省政协学

习委员会主任刘松汉，省第三综合检查考核组副组长、省统计局副局

长、省考核办兼职副主任刘兴远，市委书记姚晓东，市委副书记、市长

蔡丽新等出席会议。

△　政协淮安市八届十一次常委会议召开。市长蔡丽新通报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相关情况。市政协主席王维凯主持

会议。

△　市政协召开八届十六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王维凯主持

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刘学军、程刚、范更生、仲波、吉子俊、孙晓阳、陶

光辉、王莉莉、邱华康，秘书长吉文海出席会议。

１月２３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到市信访局参加信访接待活动，随

机接待来访群众，与省信访局视频连线交流信访工作情况，并通过视

频系统督查县（区）、乡（镇）的接访现场。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参

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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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召开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市委第

六轮巡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巡察成果运用。市领导蔡丽新、戚寿

余、李晓雷等参加会议。

△　淮安市举行省淮安台资集聚示范区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任

务交办会。副市长顾坤出席会议。

△　淮安市组织召开《淮安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专家评审会。市委副书记戚寿余、副市长肖进方出席评审

会。

１月２４日　淮安军分区党委召开十四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市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军分区党

委书记、政委张立军作党委报告，市委常委、军分区党委副书记、司令

员徐建松部署新年度军事任务。

△　第二届食博会组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市委书记姚晓东、

市长蔡丽新出席会议。副市长顾坤主持会议。

△　市政府召开全市基层公共卫生工作会议。市长蔡丽新、副

市长顾坤等出席会议。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市政协副主席陶光辉等赴洪

泽区西顺河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１月２５日　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姚晓东出

席会议并讲话。市长蔡丽新主持会议。市领导唐道伦、李森、周毅、

顾坤出席会议。

△　由市农业农村局与淮安日报社联合举办的“‘淮味千年’品

牌农产品新春嘉年华”在市体育馆开幕。副市长肖进方到场参观巡

展。

△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华率队检查市八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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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次会议会场和代表驻地准备工作情况。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华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徐

利华，党组成员许步健参加会议。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刘华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徐利华，党

组成员许步健参加会议。

△　淮安市部署２０１９年宣传思想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毅出席会议并作工作部署。副市长顾坤主持会议。

１月２６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淮安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在淮安大剧院开幕。市委书记姚晓东，市委副书记、市长蔡丽

新，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市政协副主席刘学军、程刚、范更生、仲波、吉

子俊、孙晓阳、陶光辉、王莉莉、邱华康，市政协秘书长吉文海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会议审议通过了大会议程。王维凯代表政协淮安市第

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吉子俊向大会报告提案

工作情况。大会进行了参政议政发言。１２位委员为推动淮安高质

量发展、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言献策。

△　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

论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议案收集和处理工作方案。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党组副书记、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刘

华出席会议。

△　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晓东主持会议，李冰、刘华、徐利华、许步健、周

茂萱等出席会议。会议推选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通过了大会主

席团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人选，通过了大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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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关于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讨论了《选举办法（草案）》和关于淮

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和组成人员人选的

通过办法（草案）。

△　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姚晓东、李冰、刘华、

徐利华、许步健等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在主席台就座。会议由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晓东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华报告

大会的筹备工作情况。会议选举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大会

议程，通过议案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作关于市八届人大代表变动情况和选举、补选代表资格审查

情况的报告（书面）。

△　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对会议有

关工作进行讨论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晓东主持

会议并就开好这次大会提出要求。市领导蔡丽新、戚寿余、张国梁、

李晓雷、唐道伦、赵洪权、李森、周毅、李冰、刘华、徐利华、许步健、刘

必权、顾坤、肖进方，各代表团召集人，大会秘书处各组负责人等出席

会议。

△　２０１９淮安市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营专家研讨会暨结营

仪式举行。副市长赵权出席活动。

１月２７日　淮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淮安大

剧院隆重开幕。本次大会执行主席姚晓东、李冰、刘华、徐利华等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华主持会议。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蔡丽新、王维凯、戚寿余、张国梁、李晓雷、唐道

伦、赵洪权、李森、周毅等市领导，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市委、市政

府、市政协和市法院、检察院、部分高校的领导同志以及部分原地市

级领导同志。市长蔡丽新代表市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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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审查了淮安市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书面）、２０１８年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　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晓东出席会议，并对选举工作提出要求。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利华主持会议。李冰、刘华、许步健、周茂萱出席

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对《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

讨论并通过《选举办法（草案）》；听取了各代表团对淮安市第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和组成人员人选的通过办法（草

案）讨论情况的汇报，讨论并通过有关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和组成人

员人选的通过办法（草案）；讨论并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和淮安市第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建议名单，提出选

举工作要求；讨论并通过关于代表书面联合提名（推荐）候选人截止

时间的决定。

△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晓东分别参加淮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代表团和盱眙县代表团审议。市委常委、淮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唐道伦参加开发区代表团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冰、副市长赵权参加盱眙县代表团审议。

△　市长蔡丽新先后到涟水县代表团、洪泽区代表团参加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参加洪泽区代表团审

议。

△　“向人大代表致敬”主题展示活动在淮安大剧院举行，市委

书记姚晓东、市长蔡丽新出席活动并分别为十佳市人大代表、获得

“十佳市人大代表建议”的代表颁奖，市领导戚寿余、张国梁、赵洪

权、周毅以及出席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市人大代表，列席市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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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在淮全国人大代表、部分省人大代表等７００余人

参加活动。

△　市政协八届十二次常委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

王维凯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淮安市

第八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草案）》。

１月２８日　十三届省纪委四次全会召开，省委书记娄勤俭出席

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蒋卓庆主持会议。会议以电视

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设区市设分会场，市领导姚晓东、蔡丽新、王维

凯、戚寿余、张国梁、李晓雷、唐道伦、赵洪权、李森、周毅等参加会议。

△　政协淮安市八届十二次常委会召开。市政协主席王维凯主

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刘学军、程刚、范更生、仲波、吉子俊、孙晓阳、

陶光辉、王莉莉、邱华康，秘书长吉文海参加会议。

△　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本次大会执行

主席戚寿余、李冰、仲凤笔、徐子佳、刘泽宇、朱亚文、王向红、梁三元、

张志勇、唐道伦、张立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冰主持会议。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姚晓东、蔡丽新、张国梁、李森、

周毅、徐建松等大会主席团成员，原地市职领导同志。大会听取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华作淮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

取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钱斌作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肖天奉作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通过大

会选举办法；通过淮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设立

和组成人员人选的通过办法。市人民政府作《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

关于全面实施乡镇布局优化议案的决议》和《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

关于推进农村相对集中居住议案的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书面）；

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委员会作关于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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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　出席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视察淮阴区马头特色

小镇建设。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副主席仲波、吉子俊、孙晓阳、王莉

莉，市政协秘书长吉文海参加视察。

１月２９日　政协淮安市八届十三次常委会议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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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莉，秘书长吉文海出席会议。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淮安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

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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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莉，秘书长吉文海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王维凯

致闭幕词。大会由仲波主持。

△　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三、四次会议。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晓东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

主持第三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华主持第四

次会议。徐利华、许步健、周茂萱等出席会议。

△　淮安市召开２０１９年民族宗教界代表迎新春座谈会。来自

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齐聚一堂，叙友情、谋发展，整个会场充满节日

的祥和气氛，洋溢着浓浓的喜气。

１月３０日　淮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姚

晓东、李冰、刘华、徐利华、周茂萱等大会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前排就

座。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晓东主持大会。在主席台就座

的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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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松等市领导，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大会补选周茂萱

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进成为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红光等５

名同志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通过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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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通过关于接受葛平辞去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在周茂萱的领誓下，张进成等新当选人员庄

严向宪法宣誓。会议通过关于淮安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

于淮安市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９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淮安市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及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的决议；关于淮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淮安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建设议案的决议。

△　市长蔡丽新赴基层敬老院以及部分老党员、退伍老军人、文

化名人、军转干部、城乡困难群众家中，向他们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

致以新春的祝福。市领导李冰、程刚参加慰问。

△　市政协主席王维凯赴基层慰问劳模、科技人才、五保户、低

收入户、优抚对象、建国前老党员和敬老院老人，给他们送去节日的

问候和祝福。市领导徐建松、仲波参加慰问。

△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市政协副主席吉子俊赴清江

浦区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晓雷，副市长顾坤，市

政协副主席孙晓阳一行赴淮阴区高家堰镇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１月３１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副市长顾坤带队开展

节前文化市场集中检查行动。

△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率队，先后赴苏淮高新区联力

环保、麦道农化和清江浦区中石化齐湖油库，开展化工企业安全生产

检查。

△　市委副书记戚寿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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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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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慰问活动。

１月３１日－２月１日　市长蔡丽新深入新组建的市场监督管理

局和医疗保障局开展调研，实地了解改革后机构转隶和工作运转情

况，研究部署春节期间市场监管、医疗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

１月　市政协副主席仲波、陶光辉率市政协提案委、学宣委、文

体委、法制委２０余人，先后赴淮安区新泗河黑臭水体治理现场和市

第二污水处理厂开展实地调研。

△　省旅游局对第二批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评定结果进行公

示，全省１５家乡村旅游区入榜，淮安市盱眙县怡亨酒庄乡村旅游区

榜上有名。

△　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 １６个部门组织开展的

２０１８年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１００”先进典型活动，已进入

事迹展示和群众投票阶段，淮安市“党员爸妈”爱心援助行动和淮阴

区长江路街道营北社区入围候选名单。

△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２０１８年江苏省休闲农业精品村

和主题创意农园名单，淮安市盱眙县天泉湖镇陡山村、金湖县前锋镇

白马湖村、涟水县保滩镇缺口村、洪泽区西顺河镇张福河村、淮安区

苏嘴镇苏家嘴居委会、淮阴区马头镇旧县村、清江浦区盐河街道王元

村入选２０１８年江苏省休闲农业精品村，淮阴区薰衣草庄园、金湖麦

可兔小镇创意园入选２０１８年江苏省主题创意农园。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走访慰问政法系统部分因公

牺牲英模家属，为他们送上慰问品、慰问金和新春祝福，表达党委政

府深切的关怀和诚挚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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