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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民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提高选
人用人公信度，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经省委研究决
定，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1、夏正芳，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女，1965 年6月
生，汉族，江苏宜兴人，大学学历，硕士
学位，1992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8年7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副
厅级）人选。

2、蒋惠琴，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副厅级）。女，
1962年1月生，汉族，江苏常州人，大
学学历，硕士学位，1988 年 11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
拟推荐提名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人选，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3、李玉柱，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
办公室主任。男，1964 年 3 月生，汉
族，山东滕州人，大学学历，硕士学位，
198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
7月参加工作。拟任省级机关副厅职
干部，试用期一年。

4、江桦，现任扬州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女，1967年9月生，汉族，江苏
南通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199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8月
参加工作。拟任省级机关正厅职干部。

5、王明珠，现任省委宣传部文化
产业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男，1966
年2月生，汉族，江苏丰县人，研究生
学历，硕士学位，1986 年 11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8 年8月参加工作。拟
任省电影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6、谢晓军，现任省公安厅党委委
员，无锡市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一
级巡视员。男，1965年8月生，汉族，
河南洛阳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8
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委政法委员会副
书记、一级巡视员。

7、唐小英，现任省纪委常委、省
监察委员会委员。女，1963 年 10 月
生，汉族，河北保定人，在职大学学历，
学士学位，199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85 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委
巡视组组长。

8、陈旭，现任南通市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男，1965年2
月生，汉族，江苏射阳人，省委党校研
究生学历，1988 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85 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公

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
9、沈海毅，现任省政府驻北京办

事处机关党委副书记。男，1962 年 7
月生，汉族，江苏苏州人，在职研究生
学历，硕士学位，1985年4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0年11月参加工作。拟任
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党组成
员，试用期一年。

10、尹建庆，现任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男，1963年10月
生，汉族，江苏丰县人，研究生学历，硕
士学位，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省贸促会
（省国际商会）会长、党组书记。

11、赵明，现任省公安厅大数据
中心主任。男，1969年1月生，汉族，
江苏江阴人，大学学历，学士学位，
199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8
月参加工作。拟任省政务服务管理办
公室党组成员，省大数据管理中心主
任、党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12、李后龙，现任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男，1966 年5月
生，汉族，江苏南京人，大学学历，博士
学位，1985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7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
南京海事法院院长人选，任南京海事
法院党组书记（正厅级）。

13、李彬，现任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南京铁路运输法院院
长。男，1967年8月生，汉族，江苏海
安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199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
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南京海
事法院常务副院长人选，任南京海事
法院党组副书记（副厅级）。

14、翁国玖，现任南京市政府党
组成员、秘书长。男，1963年3月生，
汉族，江苏南京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
历，高级会计师，1995年9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4 年7月参加工作。拟晋
升为南京市一级巡视员。

15、夏德智，现任南京市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市人大法
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男，1961 年 4
月生，汉族，江苏南京人，省委党校研
究生学历，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80 年7月参加工作。拟晋升为
南京市一级巡视员。

16、郭宏定，现任南京市住房保
障和房产局局长、党组书记。男，1961
年6月生，汉族，江苏高邮人，在职研
究生学历，博士学位，1984 年 12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85 年 7 月参加工
作。拟晋升为南京市一级巡视员。

17、姬桂玲，现任南京市审计局局
长、党组书记。女，1961年9月生，汉族，
江苏宝应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86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7月参
加工作。拟晋升为南京市一级巡视员。

18、毛卫华，现任南京市委统战
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副主席、党组书
记。男，1961年5月生，汉族，江苏扬
州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
位，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
年8月参加工作。拟晋升为南京市一
级巡视员。

19、陈炜，现任南京市文联常务
副主席、党组书记，市人大常委会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男，1961
年2月生，回族，湖北武汉人，在职大
学学历，硕士学位，1994年3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0 年3月参加工作。拟
晋升为南京市一级巡视员。

20、朱爱勋，现任无锡市副市
长。男，1967年9月生，汉族，江苏靖
江人，大学学历，硕士学位，1994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 年8月参加
工作。拟任无锡市委常委。

21、任栋，现任无锡市生态环境
局局长、党组书记。男，1975 年 11 月
生，汉族，江苏无锡人，在职研究生学
历，硕士学位，2001年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7 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
提名为无锡市锡山区区长人选。

22、蔡骏，现任常州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员会书记。男，1964年8月生，
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央党校大学学
历，198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
年 11 月参加工作。拟晋升为常州市
一级巡视员。

23、韩九云，现任常州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市科教城党工委书记。
男，1964年10月生，汉族，江苏句容人，
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1985年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7月参加工
作。拟晋升为常州市一级巡视员。

24、白云萍，现任常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女，1964

年3月生，汉族，江苏常州人，大学学
历，学士学位，1985 年 10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6 年7月参加工作。拟晋
升为常州市一级巡视员。

25、孔令俊，现任扬州市委副书记、
统战部部长。男，1965年3月生，汉族，
江苏靖江人，大学学历，硕士学位，1994
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
加工作。拟晋升为扬州市一级巡视员。

26、董玉海，现任扬州市政协副
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男，1962年9月
生，汉族，江苏兴化人，大学学历，民进
会员，1985 年8月参加工作。拟晋升
为扬州市一级巡视员。

27、杨杰，现任泰州市委常委、市
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男，1962
年1月生，汉族，江苏常州人，省委党
校大学学历，1987 年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81 年1月参加工作。拟晋升
为泰州市一级巡视员。

28、张余松，现任泰州市委常委、
秘书长。男，1965年2月生，汉族，江苏
靖江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87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
工作。拟晋升为泰州市一级巡视员。

29、顾国标，现任海安市委书记。
男，1965年8月生，汉族，江苏海门人，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94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8月参加工作。
拟任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30、陈永红，现任南通市通州区
委书记。男，1969年4月生，汉族，江
苏南通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
学位，1992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南通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31、郭超，现任盐城市大丰区委常
委、区政府副区长、党组副书记。男，
1975年11月生，汉族，江苏阜宁人，在
职大学学历，硕士学位，2003年7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95 年 8 月参加工
作。拟推荐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

32、盛艳，现任盐城市妇联主席、
党组书记。女，1978年10月生，汉族，
江苏盐城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9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8
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县（市、
区）长人选。

33、李志军，现任江苏悦达集团
副总裁、党委委员（享受市一档企业正

职待遇）。男，1976年11月生，汉族，
江苏海安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199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
年 9 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县
（市、区）长人选。

34、商建明，现任盐城市盐都区
委常委、盐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男，1970 年
11月生，汉族，江苏盐城人，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1995 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88 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
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

35、张国梁，现任淮安市委常委、
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男，1975
年3月生，汉族，江苏盐城人，大学学
历，硕士学位，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7 年8月参加工作。拟晋升
为淮安市一级巡视员。

36、赵洪权，现任淮安市委常委、
政法委员会书记。男，1963年4月生，
汉族，江苏涟水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
历，199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
年7月参加工作。拟晋升为淮安市一
级巡视员。

37、陈旭东，现任淮安市纪委常
委、市监察委员会委员、一级调研员。
男，1963 年 12 月生，汉族，江苏宝应
人，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4 年 12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 年8月参加工
作。拟任淮安市纪委副书记，推荐提
名为淮安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人选。

38、徐大勇，现任徐州市委副书
记、统战部部长。男，1971年7月生，
汉族，江苏涟水人，研究生学历，硕士
学位，199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年4月参加工作。拟晋升为徐州
市一级巡视员。

39、王剑锋，现任徐州市委常委、
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男，1967
年8月生，汉族，江苏常熟人，中央党
校研究生学历，1994年10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6 年7月参加工作。拟晋
升为徐州市一级巡视员。

40、张镇，现任省公安厅办公室
（行政审批处）主任（处长）、一级调研
员。男，1973年12月生，汉族，江苏南
京人，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93年1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 年8月参加工
作。拟推荐提名为设区市副市长人选。

41、韩军，现任省公安厅情报指

挥中心政委、总值班长、一级高级警
长。男，1972年3月生，汉族，江苏睢
宁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
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设区
市副市长人选。

42、周达清，现任省公安厅警务
保障部主任、一级调研员，江苏公安实
战训练中心主任。男，1970年8月生，
汉族，江苏宜兴人，在职大学学历，学
士学位，1992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3 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
名为设区市副市长人选。

43、焦庆标，现任省委组织部组织
一处（党代表联络工作处）处长、一级调
研员。男，1971年7月生，汉族，江苏南
京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
199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8
月参加工作。拟任设区市委常委。

44、沈海斌，现任省对口支援西
藏拉萨市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党委书
记，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拉萨市委
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男，1973 年 10
月生，汉族，浙江象山人，大学学历，硕
士学位，199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对口支
援西藏拉萨市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党
委书记（正厅级）。

45、刘广民，现任省对口支援西
藏拉萨市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党委
副书记，徐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厅
级），拉萨市政府副市长。男，1966年
3 月生，汉族，江苏邳州人，研究生学
历，博士学位，2001 年 12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6 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
徐州市委常委。

46、周青，现任淮安市对口支援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工作组组长，淮
安市政府党组成员，淮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
师党委副书记、副师长（牵头负责行政
工作）。男，1966年3月生，江苏涟水
人，大学学历，学士学位，1991年7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
拟推荐提名为淮安市副市长人选。

公示时间为：2019年11月23日
至 11月 29日。对公示对象有何反
映，请于公示期间与省委组织部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025—12380—1、
83395355（机关）、83393835（市县）、
83395360（对口支援），83392561（传
真）。联系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70
号江苏省委组织部（邮编：210013）。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2019年11月22日

江苏省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本报讯 22日，常泰长江大桥
主体工程在泰兴奠基，我省又一座
世界级跨江工程——常泰长江大桥
全面开工。这一过江通道建成后，
从常州经此前往泰兴，可节约半小
时车程。

常泰长江大桥东距江阴长江
公路大桥约30.2公里，西距泰州长
江大桥约 28.5 公里，路线全长
10.09公里。建设工期为5年半，
概算总投资约158亿元。作为世
界上首座一桥三用的过江通道，常
泰长江大桥集六车道高速公路、城
际铁路和一级公路于一体。省交
通工程建设局常泰长江大桥建设
指挥部现场指挥长李镇介绍，大桥
建设过程中将创下斜拉桥跨度和
公铁两用钢桁梁拱桥跨度两项桥
梁跨径“世界第一”。 （梅剑飞）

▶ 常泰长江大桥全面开工。
汤德宏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常泰长江大桥全面开工常泰长江大桥全面开工

本报讯 稻香阵阵，农机轰隆，22
日上午，由新华日报社、南京市栖霞区
政府主办的龙潭第二届农民稻香鱼米
节在栖霞区龙潭街道南中村开幕。

本届鱼米节以“绿色生态芳草
渡，浪漫休闲水一方”为主题。走进
有着“长江秘境”“世外桃源”美誉的
水一方景区，只见200多亩水田铺展
在秋色之中。景区负责人介绍，荷花
基地计划引进种植700多种精选荷
花、睡莲品种，保证至每年9月中下
旬仍有荷花绽放，秋冬季节开通自行
车环线，建成摄影、写生等文艺创业
基地稳定客流。周边农户也借着景
区人气开起农家乐和民宿。

龙潭街道联合18个村组建芳草

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龙头企
业+合作社+大户”的模式，促进家庭
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协同发展，
并打造出自有绿色稻米品牌——芳
草渡。“去年芳草渡公司实现销售额
1000万元左右，促进农民增收约200
万元，每村分红5万至10万元，每年
农户稳定收入土地流转费500多万
元。”龙潭街道党工委书记孙东方说。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建军表
示,龙潭街道聚焦农民增收，发展高
效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打造以“芳
草渡大米”“万亩荷塘”等为代表的一
批特色农业典型，有力推进了龙潭高
效农业与乡村休闲旅游产业互动发
展。 （颜 颖 付 奇）

南京龙潭农民稻香鱼米节开幕

本报讯 23日，“金鹰杯”第十
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江苏赛区）
开赛。江苏赛区赛事由新华报业传
媒集团主办、交汇点云媒承办、南京
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协办，
金鹰国际商贸集团独家冠名。

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自2011
年首届比赛至今，已成功举办九届，
吸引超过全球500多所大学参与，是
全球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华

语辩论赛事。本届江苏赛区赛事吸引
全省51所高校的数百名辩手参加。比
赛邀请顶尖辩手、知名教授学者以及资
深媒体人公正点评、专业指导。

23日至24日，首轮淘汰赛在南
京林业大学打响。交汇点新闻客户端
推出专题报道，对比赛进行视频直播
或录播，并同步推出“我最喜爱的辩论
队”评选活动，通过投票选出复活队伍
及最具人气队伍。 （李嘉伟）

第十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开赛

本报讯 今年以来，淮安市清江
浦区实施“产才融合”提升行动，推动
人才集聚与产业转型深度融合。围
绕LED半导体、医药制造、现代食
品、高端装备制造等全区特色主导产
业需求，在“清江浦英才计划”基础
上，清江浦区出台系列政策文件，在
资金使用、评价标准、遴选机制等方
面进行优化，配套6000万元产业发
展基金，建立人才项目跟踪支持机
制，从50万元生活补贴、1000万元
创业扶持资金到200万元人才项目
配套资助，对人才引进、落地、效益产
出各个环节都有针对性举措，改变以
往“一锤子”资助形式。

清江浦区对3年内营业收入超
2000万元的科创企业，按企业缴纳
所得税、增值税区级财政留存部分，
全额给予企业奖励。今年以来，新引

进人才申报江苏省“双创计划”，清江
浦区入选人数位居淮安市第一。

今年初，清江浦区印发《2019年
“英才集聚行动”工作方案》，先后举
办南京医科大学战略合作签约、淮安
市生物医药高层次人才对接会，签订
校地、校企合作协议6个，推动基层
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共有9名大学生被企业免试录用；为
淮安市“淮上英才计划”领军人才郝
忠言博士等12名高层次人才提供创
业创新平台。

清江浦区常态化组织人才慰问、
联谊、疗养等活动，邀请11名省市级
人才代表参加央视中秋晚会节目录
制，慰问32名人才，组织人才疗养，
并帮助他们解决配偶就业、子女入学
等难题，积极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
境。 （沈雪娇 颜 锟 李先昭）

设立6000万元产业发展基金

清江浦实施新政力促“产才融合”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省人社
厅22日举行新闻通气会，在全省启动
乡土人才职称申报评审工作，这也是
我国首次对乡土人才进行职称评价。

我省乡土人才有49大类337个
小项，从业人员近千万，他们奔走在田
间地头，活跃在各行各业，是发展“草
根经济”的“金种子”、带动群众致富的

“领头雁”。省人社厅副厅长朱从明介
绍，乡土人才职称申报面向扎根和活
跃在江苏民间从事技艺技能、技术应
用与推广、经营管理等工作的本乡本
土人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
申报。也就是说，乡土人才职称评定
主要面对扎根乡村的能工巧匠、土专
家和民间艺人等体制外人才。

不唯学历，重能力比贡献

首次开评的乡土人才专业在工
程系列中增设，并一步到位设置到正
高级，具体分为初级、中级、副高级、正
高级四个层级，对应的名称为助理乡
村振兴技艺师、乡村振兴技艺师、高级
乡村振兴技艺师、正高级乡村振兴技
艺师。具体适用范围包括：技艺技能
类，包括从事技艺技能的印染、漆器、
雕刻、农民画、乡村医生、盆景制作、古
典家具、插花、制茶、乡村戏曲、杂技等
土专家、能工巧匠、民间艺人；技术应
用与推广类，包括在农业、林业、畜牧

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农业专业技
术服务、农业技术推广等行业中具有
一技之长的能人；经营管理类，包括农
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家庭农场主以
及从事农副产品加工运输业、农副产
品销售业、乡村规划管理、观光休闲农
业、乡村生态旅游业、农村电商和其他
涉农新业态人员。

乡土人才职称评价破除“唯学
历”“唯论文”倾向，只要符合条件，没
有任何学历、论文的乡土人才也可以
申报，评价标准设置重点围绕思想素
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技术水平、带
动能力和群众认可等维度，以在乡村
范围作出贡献、有示范作用来衡量。

多策并举提升职称含金量

省人社厅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
许多激励措施，提高乡土人才职称“含
金量”。如将取得高级乡村振兴技艺
师以上职称的乡土人才纳入“江苏省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技能
大奖”“十佳农民”等人才项目和政府
奖励的评选对象；取得乡土人才职称
的人员，优先参加各类技术培训、科技
讲座、外出考察及学术会议等活动，优
先参与各类展览展演展示、产品推广
展销等交流推介活动，共享产品宣传
平台、销售渠道；支持取得助理乡村振
兴技艺师职称以上的人员优先申报

科技示范户；对于取得乡村振兴技艺
师以上的人员与农业科技人员同等
享有农业科研、示范和推广等项目承
担权，并支持参加创新成果评选、展
示和创业创新等活动；对于取得高级
乡村振兴技艺师以上职称的人员，优
先作为现代农业（渔业）产业技术体
系的基地专家，并可作为特聘技术人
才纳入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体系；对于
取得高级乡村振兴技艺师以上职称
人员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除享
受现行普惠政策外，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纳入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等
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扶持范围，优先申
报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及推
广等专项项目。

江苏还鼓励各地建立乡土人才
职称激励制度，对于取得乡土人才职
称的人员，在产业技术扶持、项目资
金投入、人才载体平台建设、职业技
能培训补贴、宣传展示平台等方面给
予享受优先政策支持，纳入“人才贷”

“人才投”“人才保”等人才金融支持
政策范围。

激发乡土人才职业自豪感

听说不用学历，只要有技术和能
力就可以评职称，今年50岁的宜兴
市西渚镇居民黄洪宝很激动。在乡

村做了30多年油漆工、先后带出20
多名徒弟的他说：“没想到国家能想
到我们这些农村手艺人，如果能评上
职称，也是对我多年手艺的认可。”

31岁的张雪大学毕业后就回到
苏州高新区镇湖绣馆街从事刺绣。4
年前，张雪注册了自己的文化艺术公
司，经营传统刺绣与现代文化融合的
文创产品。“职称是对一个人的技艺
的认可，以前我参加过工艺美术师的
评审，如果以后有刺绣方面的职称我
肯定要申报。”

鉴于广大乡土人才今年首次申报
高级职称，江苏将采取“五个一批”的
方式吸纳优秀乡土人才，即“评审一
批”“破格一批”“转评一批”“贯通一
批”“确认一批”。今年底前，江苏还将
开展一次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高级
职称考核认定工作。一些不符合专业
技术资格条件规定的资历等要求，但
品德、能力、业绩特别突出的乡土人
才，可以直接考核认定高级乡村振兴
技艺师和正高级乡村振兴技艺师。

乡土人才申报高级职称实行网
上在线申报，通过互联网登录“江苏
人才信息港”高级职称申报系统，填
写个人申报信息，打印申报表，按要
求将申报表和本人相关申报材料提
交当地人社部门即可。

本报记者 黄红芳

江苏首开乡土人才职称评价制度

土专家民间艺人也能评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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