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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新年伊始，各
设区市相继召开两会，2020年的宏伟
蓝图徐徐展开。各市紧紧抓住历史性
战略机遇，群策群力，奋力谱写“十三
五”发展新篇章，推动“强富美高”新江
苏建设迈出新的步伐。

南京：
继续着力提升城市首位度

“过去的一年，南京‘稳’的基础进
一步夯实，‘进’的势头持续保持，‘好’
的福祉不断增进。”1月9日，南京市代
市长韩立明在南京市十六届人大三次
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用“稳”“进”

“好”三个字总结2019年工作。
去年，南京预计全年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14050亿元，增幅连续11个季
度保持8%及以上，增幅位居东部地区
GDP过万亿元城市和江苏省首位。同
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80亿元、增
长7.5%，税占比86.9%，增速列全省首
位。中国(江苏)自贸试验区南京片区
获批设立，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
首位度加快提升。

2020年，南京将重点做好十个方
面工作，其中的首要任务仍是提升“首
位度”。南京将在融入国家战略中奋
力争先，不断增强城市综合功能和辐
射带动力。今年，南京经济发展定下

“硬核”目标：扭住重大项目“牛鼻子”，
集中精力推进368个市级重大项目建
设，力争当年有效投入达2400亿元；
猛攻项目转化达产，工业增加值增长
6.5%，净增规上工业企业 300 家以
上。与此同时，力促动能转换，围绕

“4+4+1”主导产业，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优化体制机制，坚定不移深化创
新名城建设，净增高新技术企业1400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15%。

见习记者 李 凯

镇江：
书写好“镇江很有前途”新答卷

9日上午9时，镇江市政协八届四次
会议开幕，市委书记惠建林在讲话中寄
语全体政协委员：勇于斗争、越是艰险越
向前，凝心聚力书写好“镇江很有前途”
新答卷。

“市委充分肯定，社会各界充分认
可。”惠建林从四个方面充分肯定镇江市
政协过去一年的各项工作：“坚持紧扣大
局、参政议政”“坚持增进团结、凝聚共
识”“坚持反映民意、纾解民忧”“坚持深
化改革、创新履职”。

对照镇江市委七届十次全会提出的
新考题，惠建林寄语广大政协委员，要有
稳中求进的信心、危中抢机的本领、坚守
底线的担当。各级政协组织要充分发挥
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只争朝夕，以共同的目标激励人、以
创新的方法团结人，推动全市人民心往
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形成
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惠建林讲话在全市政协委员中引起
热议。葛玉莲委员说，面临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机
遇，镇江要在创新驱动上领先一步，当务
之急，就是要用好在镇高校资源，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研创新支撑能
力，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

本报记者 董超标
见习记者 钱 飞 尹 媛

淮安：
站在“双高”起点力争再创佳绩

1月9日，淮安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开幕。淮安市代市长陈之常在作政府工
作报告时表示，2019年淮安大事要事喜
事多，正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新的起跑线
上。2020年淮安将抢抓落实国家重大
战略、进入高铁时代、深化区域合作三大
机遇，力争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考核中再
创佳绩。

过去一年，淮安一些事关全局和长
远的重点工程、重大事项取得新突破：徐
宿淮盐铁路、连淮扬镇铁路连淮段建成
通车，宁淮城际铁路开工建设，全长48
公里的市区内环高架一次成环，标志淮
安进入“双高”时代；淮河生态经济带首
次省际联席会议和城市合作市长会商会
在淮召开，建立全面落实战略规划的体
制机制；首条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航空
货运枢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新一年工作如何谋划？陈之常说，
将突出高质量跨越发展、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三条主
题主线，抢抓落实国家重大战略、进入高
铁时代、深化区域合作三大机遇，滚动实
施持续开展重特大项目攻坚年活动、深
化宁淮挂钩合作和淮昆协同发展等十件
要事。

本报记者 蔡志明
见习记者 陈海霞 张莎沙

连云港：
冲刺三年行动计划各项任务

1月9日，政协连云港市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开幕，连云港市委书记
项雪龙作讲话。2020年，连云港将冲刺

“高质发展、后发先至”三年行动计划各
项任务，奋力夺取“十三五”收官之年的
全面胜利。

过去的一年，连云港市聚力推动“八
大突破”，盛虹炼化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
推进，支撑三年行动计划的1300亿元产
业投资基本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

投资增速全省第一。项雪龙说，2019
年，连云港全力打造综合交通枢纽，港
口、高铁、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全面
提速，城市动车开通运营。随着“两基
地”建设扩量提效，综合保税区封关运
作，自贸试验片区成功获批，连云港发展
迎来新的历史性机遇。

2020年是连云港围绕“高质发展、
后发先至”目标制定的三年行动计划的
最后一年，也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连云港
将紧紧围绕中心大局，主动担责，积极作
为，共同为“决战决胜”拼搏奋斗。

本报记者 程长春 赵 芳

宿迁：
“三个年”力推高质量发展

1月9日上午，宿迁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市长王昊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用12个“新”回顾过去一
年宿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去年，宿迁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现
新突破，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16项主要
经济指标中，10项指标增幅位居全省前
列。4个超百亿元工业项目成功落地，徐
宿淮盐高铁通车，市人民医院创成三甲
综合医院实现“零的突破”……宿迁还以
全省第一名成绩通过国家节水型城市复
检，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国家级农业
产业园的地级市。

2020年，宿迁主要预期目标是：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6.5%以上，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2.6%，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5%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
左右和8.5%左右。宿迁将大力开展全面
小康决战决胜年、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年、
社会治理创新创优年“三个年”活动，坚
决打赢“三大攻坚战”，不断推动高质量
发展“六增六强”落地见效，确保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
收官。

本报记者 徐明泽
朱源根 整理

新一年工作如何谋划？各市两会发出动员令——

紧抓机遇，顺应大势敢作为南京市补选孙道林，无锡市补选杜小刚，徐州市补选袁功民、
季培东，常州市补选齐家滨、陈金虎，南通市补选赵建阳，连云港市
补选杨勇，淮安市补选陈之常，盐城市补选赵世勇，扬州市补选张
宝娟，泰州市补选任振鹤、刘大旺、朱立凡，解放军驻江苏部队补选
程晓健等15人为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以上15名代表的补选符合法律规定，代表资
格有效。

南京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王凤国，徐州市选出的省十
三届人大代表车文荃，常州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丁纯，苏州
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尹积军、周乃翔，南通市选出的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陆志鹏，连云港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蒋卓庆、王
江，盐城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董秀明，镇江市选出的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陆琦，泰州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张毅，解放军驻
江苏部队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郦斌、胡尧兴等13人已调离本
省；无锡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时永才，徐州市选出的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李后龙、唐健，常州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白云
萍，淮安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姚晓东，泰州市选出的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马红兰等6人已辞去代表职务；南京市选出的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戴戈已去世。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凤国、车文
荃、丁纯、尹积军、周乃翔、陆志鹏、蒋卓庆、王江、董秀明、陆琦、张
毅、郦斌、胡尧兴、时永才、李后龙、唐健、白云萍、姚晓东、马红兰、
戴戈等20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97名。
特此公告。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1月9日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任命赵世勇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免去张宝娟的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职务。

江 苏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
（2020年1月9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接受秦景安、刘
广忠、王琦、王晖辞去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邵伟明辞去省十三届人大法
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秦景安等辞职请求的决定
（2020年1月9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任命刘大旺为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任命汪泉为省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
任命杨勇为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委员会主任；
任命邵伟明为省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
任命赵建阳为省十三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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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免去其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
任命钱凯法为省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

任；
任命陈志红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吴沛良的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免去秦景安的省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

职务；
免去刘广忠的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委员会主任职务；
免去司锦泉的省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职务；
免去王腊生的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免去李后龙的省十三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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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免去王琦的省十三届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职务；
免去陈惠娟的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
免去郝日升的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
免去王晖的省十三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0年1月9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任命蒋惠琴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任命李后龙为南京海事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任命李彬为南京海事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任命孙晋琪为南京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任命沈菁为南京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庭庭长；
任命赵培元为南京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海商审判庭庭长；
任命王蕴为南京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任命俞旭明为南京海事法院连云港法庭庭长；
任命童德清为南京海事法院泰州法庭庭长；
任命沈燕为南京海事法院苏州法庭庭长；
任命王天红为南京海事法院海事审判庭副庭长；
任命潘军锋为南京海事法院海商审判庭副庭长；
任命蔡勇为南京海事法院南通法庭副庭长；
免去闵星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免去孙晋琪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免去王天红的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免去王蕴的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免去俞旭明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免去沈燕的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免去赵培元、潘军锋、陈小乐、郭晓闽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江 苏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任 免 名 单
（2020年1月9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接受蒋卓庆辞去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蒋卓庆辞职请求的决定
（2020年1月9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江辞去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王江辞职请求的决定
（2020年1月9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各市两会直通车

南京青奥体育公园室内田径馆日前基本完工，场馆内跑道铺设完毕。该馆是国内单体跨度最大(76米)的室内田径场馆，可容纳近5000名观众。
本报见习记者 范俊彦摄

赵世勇，现任副省长、省
政府党组成员。男，汉族，
1966年 5月生，四川营山人，
在职研究生学历，农学博士学
位，高级农艺师，1988年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7月
参加工作。

1986.09—1990.07 西 南
农业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学习

1990.07—1996.12 四 川
省农牧（业）厅科技质量教育处
科员、副主任科员

1996.12—2000.08 四川
省农业厅科技质量教育处副
处 长 （ 其 间 ：1998.09—
1998.12 四川省委党校第 31
期处级干部班学习）

2000.08—2004.10 四川
省农业厅科技质量教育处处
长（1999.09—2003.07 四 川
农业大学农学院玉米所作物
遗传育种专业在职研究生学

习，获农学博士学位）
2004.10—2007.08 四川

省农业厅总农艺师（其间：
2005.10—2006.04 四川省委
组织部组织赴美国明尼苏达州
农业厅岗位实习培训）

2007.08—2008.08 四川
省农业厅副厅长

2008.08—2010.11 四 川
省凉山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

2010.11—2014.03 四 川
省凉山州委副书记（其间：
2011.11—2013.04 兼任西昌
市委书记）

2014.03—2014.04 四川
省遂宁市委副书记

2014.04—2014.08 四川
省遂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4.08—2016.06 四 川
省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6.06—2018.05 四 川
省 遂 宁 市 委 书 记 、市 长
（2016.08 免 ）（ 其 间 ：
2017.09—2018.01 中央党校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8.05—2019.12 四 川
省德阳市委书记

2019.12—2020.01 江 苏
省政府党组成员

2020.01— 副 省
长、省政府党组成员

党的十九大代表，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省十三届人大
代表。

赵世勇同志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