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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要　目

●蔡丽新任淮安市委书记

●陈之常任淮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市第七次党代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淮安迈入高铁时代，徐宿淮盐铁路、连淮铁路

全面进入国家铁路网

●淮安市区内环高架建成通车

●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通过验收成为

全市首个国家湿地公园

淮安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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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大事记

　　１２月１日　全市工业项目建设呈现“总量增长、质效提升、结构

优化”的良好态势。１—１０月份，全市在建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３３３

个，同比增加４７个，总投资１０４９亿元，同比增长５８％，其中，２０１９

年新开工项目１５３个，同比增加２６个；总投资４２６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

△　淮安市低收入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全面完成。截至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日，淮安市累计投入资金８２０４万元，实际改造２３４４

户，超额完成改造任务。

１２月２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

活会，盘点收获、检视问题、深刻剖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推

动常委班子和常委同志牢记初心使命，履职尽责担当。市委书记姚

晓东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省委第五巡回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

导，组长刘松汉作点评讲话。

△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市领导姚晓东、蔡丽新、

王维凯、戚寿余、周凤琴、赵洪权、李森、周毅、张长金、刘华等在淮安

分会场参会，唐道伦在开发区分会场参会。

△　市委宣讲团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１２月３日　淮安市与南京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

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出席并讲话。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淮安市市长

蔡丽新代表双方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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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市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会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

出要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必权参加会议。

１２月４日　淮安市人大组织开展“人大代表接待群众日”活动。

市领导姚晓东、蔡丽新、王维凯、戚寿余、唐道伦、李森、徐建松、刘华

等分赴基层，面对面与基层党员群众沟通交流，听取群众心声，征求

基层意见和建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　市政府党组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

重点从理论学习、思想政治、干事创业、为民服务、清正廉洁等方面查

摆存在问题，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推动市政府党组

和各成员用担当诠释初心、用实干践行使命。市长蔡丽新主持会议

并讲话。省委第五巡回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组长刘松汉作点

评讲话。

１２月５日　市委召开党政领导干部工作交流研讨会，围绕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盘点２０１９年工作，探讨谋

划２０２０年工作。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蔡丽新、

王维凯、戚寿余、张国梁、周凤琴、唐道伦、赵洪权、李森、周毅、张长

金、徐建松、刘华等参加会议。

△　市委书记姚晓东会见来淮考察的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

荣，双方就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壮大等事项进行深

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市长蔡丽新、副市长赵权、沙钢集团董事局

常务副总裁陈少慧等出席活动。

△　由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在日中国人律师联合会

会长陈天华率领的日本侨领代表团来淮参访。市委书记姚晓东会见

陈天华一行。全国人大华侨委办公室副巡视员柳华，省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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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宗侨委副主任郭敏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华出席

活动。

１２月６日　市委书记姚晓东参加所在市委办第一党支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组织生活会，与支部党员交流学习体会。市委

常委、秘书长李森一同参加会议。

△　市长蔡丽新为市政府办公室、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农业农村

局等部门干部职工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　全市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工作会议召开。市长蔡丽新强

调，要聚焦金融领域突出风险点，压实责任、主动出击、系统施策，确

保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市领导张国梁、赵权

出席会议。

１２月７日　由省社会科学院、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市人大常委会联合主办的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区域立法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淮安开幕。省社

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夏锦文，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腊生，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

戚寿余，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成员、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许步健出席会议。

△　市委召开全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市委决

定：周达清同志任淮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市

委政法委委员，提名为淮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督察

长人选；刘必权同志不再担任淮安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

１２月８日　“美丽乡村 淮安画卷”大型网络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参加活动并致辞。

１２月９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民主生活会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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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市内发生的典型违纪违法案件，进行集中讨论、对照检查，认真

剖析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根源，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

△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宗教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汇报，审议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

施及专项行动方案，审议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立法计划和《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年立法规划》中期调整事项。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

△　市长蔡丽新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综合一支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组织生活会，与支部党员面对面谈心得

谈体会。

１２月１０日　新华日报社淮安分社成立暨“南船北马 枢纽天

下———新华传媒智库学者记者淮安行”启动仪式举行。新华日报社

社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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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新华日报社淮安分社揭牌。新华日报社总编辑顾雷鸣、市长蔡丽

新为新华传媒智库淮安研究中心揭牌。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庄传伟、

副总编辑黄建伟，市领导李森、周毅、赵权出席活动。

△　浙商银行淮安分行开业暨政银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活动在市

行政会议中心举行。市委书记姚晓东，浙商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孙文华共同为浙商银行淮安分行揭牌。市长蔡丽新与孙文华代

表双方签订政银战略合作协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主持

活动。

△　市政协主席王维凯率队对我市检察工作进行专题视察调

研。市政协副主席刘学军、程刚、吉子俊、陶光辉、王莉莉、邱华康，市

政协党组成员殷强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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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贯彻落实

《江苏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５年）》和全省青年工作联

席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青年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张长金，副市长、联席会议召集

人王红红参加会议。

１２月１１日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副省长、公安厅厅

长刘来淮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对淮安市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

会治理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市委书记姚晓东，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周达清参加调研。

△　市委常委、秘书长、古淮河市级河长李森率队赴古淮河开展

巡河工作，现场会办交办相关问题。

△　淮安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关

于接受刘必权同志辞去淮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决

定免去刘必权同志淮安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决定任命周青同志为淮

安市副市长，决定任命周达清同志为淮安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１２月１２日　市长蔡丽新察看高铁和内环高架开通准备工作。

△　市政协主席会议视察法院工作。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副主

席刘学军、程刚、仲波、吉子俊、孙晓阳、陶光辉、王莉莉、邱华康，市政

协机关二级巡视员吉文海等参加活动。

△　全市面向基层创建示范活动清理规范工作会议召开。市委

副书记戚寿余出席会议并部署清理规范后续工作。

１２月１３日　第五届淮安市道德模范暨首届“淮安最美退役军

人”发布仪式举行。市长蔡丽新出席活动并为全国诚实守信模范、

洪泽区邮政公司老子山邮政支局支局长唐真亚颁奖。市委副书记、

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戚寿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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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市文明委主任周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冰，副市长王红红、肖

进方及全市干部群众代表三百余人参加活动。

△　市长蔡丽新主持召开市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

建议，并围绕推动淮安高质量跨越发展主题进行探讨交流，共商发展

大计。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范更生出席活动。

△　市长蔡丽新主持召开市政府八届第４９次常务会议，听取

２０２０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安排以及重点项目编制、民生十

件实事项目编排等情况，研究“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大运河文化

遗产保护等相关文件。

△　市台办与昆山市台协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开启双

方更深层次合作。

１２月１５日　淮安市区内环高架建成通车，市委书记姚晓东出

席通车仪式。姚晓东在讲话时指出，这是全市人民期盼已久的大事

喜事，标志着淮安中心城市正式进入立体交通时代。市长蔡丽新主

持通车仪式。市领导王维凯、戚寿余、张国梁、周凤琴、唐道伦、赵洪

权、李森、周毅、张长金、刘华出席活动。

１２月１６日　徐宿淮盐铁路、连淮铁路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淮

安迈入高铁时代，淮安人民实现了期盼已久的“高铁梦”。徐宿淮盐

铁路、连淮铁路开通运营现场会在盐城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娄勤俭出席现场会，并乘坐首发列车沿途考察铁路建设和运

营情况。淮安市委、市政府举行高铁淮安东站暨综合客运枢纽工程

投运活动。姚晓东、王维凯、戚寿余、张国梁、周凤琴、唐道伦、赵洪权、

李森、周毅、张长金、徐建松、刘华等市领导，和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

以及全市各界代表，在高铁淮安东站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　市长蔡丽新率队赴徐州市贾汪区，实地考察当地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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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全域旅游、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王剑锋陪同考察。

１２月１７日　国务院安委办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

率队来淮督导安全生产工作。省应急管理厅厅长陈忠伟，市委书记

姚晓东，市长蔡丽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分别参加现场考

察、会议调研等活动。

△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加强乡村治理提升乡

村文明水平现场推进会精神，听取２０２０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

标和重点项目编排情况汇报，听取２０２０年市政府为民办十件实事项

目编排情况汇报，审议关于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实

施意见等。

△　市政府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就《政府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分别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原地市级离退

休老干部的意见。

１２月１８日　市长蔡丽新、副市长肖进方出席全市民政工作会

议，部署安排２０２０年和今后一段时期民政重点工作。

△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洪权赴金湖县督导推进政法工作，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科学谋划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工作，推动高质量考核指标进位争先，助力政法工作在新起点上

实现新跨越。

１２月１９日　市委举行“季季谈”活动，征求市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淮安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工作报告、市委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工作情况报告和市委２０２０年工作

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森出席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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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蔡丽新率队赴华能淮阴电厂、华科环保、光大绿色环保

等地，实地调研固废危废处置项目建设、运营和污染防治工作。

△　全市冬春农田水利建设暨稻虾综合种养现场推进会在金湖

召开。市委副书记戚寿余、副市长肖进方出席会议。

１２月２０日　省委人大工作会议暨纪念省人大设立常委会４０

周年大会在南京召开。市领导姚晓东、蔡丽新、王维凯、戚寿余、张国

梁、周凤琴、赵洪权、李森、周毅、刘华等在淮安分会场参加会议。

△　淮安市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进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市委书记姚晓东强调，农村饮水安全事关民生福祉，关乎百姓

生命健康。全市上下必须坚决打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专项整治这场

硬仗，确保高质量全面完成各项整治目标任务，切实让广大农村群众

吃上安全卫生水。市长蔡丽新主持会议，市领导戚寿余、周凤琴、唐

道伦、肖进方等参加会议。

△　淮安市部署安全防范暨专项督查工作。

１２月２１日　“高歌三十年 扬帆新征程”淮安市老年大学建校

３０周年教学成果展演在淮安人民大会堂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周毅，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华，副市长王红红，市政

协副主席仲波出席活动。

１２月２２日　副省长刘来淮调研挂钩服务的省重大项目鹏鼎

控股淮安园区，并现场会办解决企业提出的问题。市领导姚晓东、唐

道伦、赵洪权、周达清等参加调研。

１２月２３日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主任会议召开，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华主持会议，副主任徐利华、周茂

萱等参加会议。

１２月２３—２４日　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戚寿余率队赴青岛
—８—



慰问清江部队官兵。

１２月２４日　市长蔡丽新出席昆山援派干部对接见面会，欢迎３

名优秀昆山干部来淮援派挂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昆山

市市长周旭东出席活动。

１２月２５日　国务院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督导组第三工作组组

长、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一行来淮视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进展

情况。国务院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督导组第三工作组副组长王小拾、

石勇，市委书记姚晓东，市长蔡丽新，省公安厅副厅长裴军，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周达清等陪同视察。

△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杨岳率队来淮，巡查洪泽湖和淮

河干流江苏段工作情况。省水利厅厅长、省河长办主任陈杰，省生态

环境厅副厅长秦亚东，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唐明珍，省水利厅副厅

长韩全林，市领导蔡丽新、戚寿余等参加活动。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刘华主持第一次、第二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冰、徐利华、周茂萱，党组成员许步健，秘书长张进成等出席会

议。副市长王红红、肖进方，市中级人民法院代院长章润等列席会议。

△　古淮河湿地公园（试点）通过国家级验收。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印发《关于２０１９年试点国家湿地公园验收情况的通知》，淮安市古

淮河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通过验收，成为全市首个国家湿地公园。

１２月２６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安全生产工

作专题会议精神，讨论市第七次党代会第四次会议相关文件等。市

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

△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

精神。市委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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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淮安“品质政法”报告会在淮安大剧院举行。报告

会以“为了人民”为主题，集中展示全市政法系统“品质政法”建设成

果，激励全市广大政法干警立功新时代，奋力打响淮安“品质政法”

建设时代品牌。市长蔡丽新，市政协主席王维凯，省公安厅党委委

员、政治部主任汤楠，市领导周凤琴、赵洪权、李森、徐建松、徐利华、

许步健、周达清、邱华康等与社会各界代表千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　全市生猪稳产保供工作会议召开。市长蔡丽新强调，要全

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严格对照“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明确任务、强化措施，全力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

展，切实保障市场供应和群众消费需求。副市长肖进方主持会议。

１２月２７日　市委常委议军会暨县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述职

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分析全市党管武装工

作形势，研究国防动员和武装工作重大事项，进一步凝聚军地合力，

推进全市国防动员和武装工作高质量跨越发展。市委书记、军分区

党委第一书记姚晓东主持会议。市领导蔡丽新、王维凯、戚寿余、张

国梁、赵洪权、李森、张长金、徐建松、刘华及军分区政委张立军等参

加会议。

△　市武委会暨国防动员委员会会议召开。会议分析全市国防

动员和武装工作形势，研究部署明年任务，动员各地各部门狠抓落

实，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为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提供坚强保障。市委书记、军分

区党委第一书记姚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蔡丽新主持会议。市

领导王维凯、戚寿余、张国梁、赵洪权、李森、张长金、徐建松、刘华及

军分区政委张立军等参加会议。

１２月２８日　全市违法用地问题整治推进会召开，推动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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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节约集约用地、合法合规用地、从严从紧管地

意识，更好地发挥土地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出席会议并作出部署。

１２月３０日　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宣布省委决定：蔡丽新同

志任淮安市委书记，提名为淮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不再担任

淮安市市长职务。姚晓东同志不再担任淮安市委书记、常委、委员，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陈之常同志任淮安市委委员、常委、副书

记，提名为淮安市市长候选人。

△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决定任命陈之

常为淮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代理市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其

他人事任免事项。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蔡丽新向被任

命人员颁发任命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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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茂萱出席会议。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张国梁，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市监委负责

人，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　中国共产党淮安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出

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３９名，候补委员４名。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　淮安市欧美同学会（淮安市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大会召

开。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戚寿余出席会议并为淮安市欧美同学

会（淮安市留学人员联谊会）揭牌。经选举，副市长王红红当选淮安

市欧美同学会（淮安市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

１２月３１日　中共淮安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淮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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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部署，动员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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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锐意进取、真抓实干，聚焦决胜

之年，打赢收官之战，确保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市委书记蔡丽

新先后参加淮安区代表团、涟水县代表团审议。市领导戚寿余、吉子

俊分别参加涟水县代表团、淮安区代表团审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陈之常参加市直代表二团审议，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就贯彻

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提出要求。市领导唐道伦、周茂萱、赵权参加审

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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