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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3 日，我省召开违法
违规“小化工”百日专项整治行动视
频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督导组
反馈意见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对专项整治行动进行再部署、再动
员、再推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樊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马秋
林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相关部门
和单位担当负责、上下联动、密切配
合，推动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积
极成效。会议要求，要在已有工作基
础上再接再厉，进一步拓展专项整治
的范围和成果。要把排查范围从“小
化工”拓展到各类“小字头”违法违规
小企业小作坊黑窝点，并全面排查停
产停业企业，不放过任何风险隐患。
要坚决彻底抓整治，加强源头治理，
防止死灰复燃。要严格执法，加强打

击力度，发挥教育警示作用。要进一
步压实责任，市县两级要加强调度指
导和工作保障，镇村两级要狠抓工作
落实。会议强调，当前正处在承上启
下的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实
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落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两个专题方案，系
统研判汛期安全生产的复杂形势，深
入做好各类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深
入推进危化品安全综合治理，把下半
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为夺取“双胜利”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截至 7 月 10 日，全省共排查企
业、小作坊、小窝点超过 170 万家，
发现违法违规“小化工”823 家，已
完成整治 440 家，立案查处 130 家，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3 家，刑事拘留
45 人。 (陈月飞)

我省深入推进
违法违规“小化工”专项整治

本报讯 7 月 13 日，全省村（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
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审议全省村（社
区）“两委”换届文件，部署安排下一
步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换
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郭文奇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省长、换届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赵世勇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明年一季度，全省
14000 多个村、7000 多个社区将集
中进行“两委”换届。这次换届是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
进行的一次换届，是村（社区）“两委”
任期由 3 年改为 5 年、与县乡换届同
步进行的首次换届。要从讲政治高
度充分认识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把
换届作为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
作为推动事业兴旺的必由之路，作为
优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作为厚植
干部优势的难得契机，切实增强做好
换届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会议强调，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

落实换届工作基本要求。把加强党
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各方面，确保
正确方向不偏离；让正确用人导向鲜
明地亮出来立起来，选拔德才兼备的
干部充实到村（社区）“两委”班子，加
快推进组织振兴；具体组织实施坚持
依法规重程序，把各项工作做细、做
实、做到位，切实经得起历史和群众
检验；风险防范化解注重尽早预警、
积极应对，把矛盾问题解决在萌芽状
态；对违反换届纪律问题零容忍严查
处，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会议要求，要用钉钉子精神抓紧
抓实换届工作具体任务。领导小组
各成员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做到统
筹安排到位、责任分工到位、沟通协
调到位、层层落实到位，确保换届取
得圆满成功，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加快建设“强富
美高”新江苏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省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以及成
员单位职能处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郁 芬）

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
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7 月 12 日 16 时，省防指将我省长
江、太湖地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Ⅱ
级。今年我省梅雨期长、雨量大、客水
多，近期长江江苏段、太湖、秦淮河等
河湖水位普遍超过警戒水位，近几日
可能会达到峰值，呈现江湖齐涨、洪涝
并发的局面，防汛压力持续加大。面
对严峻形势，各地各部门以最实作风、
最硬举措，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抢险救
灾硬仗。

“目前虽然是Ⅱ级响应，但我们实
际上是按照Ⅰ级响应要求在做了。以
前是两个小时巡堤一次，现在是一小
时一次，对于危险点是半小时一次。”
20多公里长的南京高淳石臼湖团结圩
一线圩堤是高淳区防汛的“北大门”，
分属于古柏和淳溪两个街道守护。古
柏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缪飞告诉记者，
连日来，两个街道的 800 多名党员干
部和群众协同作战，牢牢固守在一线
圩堤上，全力保圩保家、防汛抗洪。

因皖南山区山洪下泄，客水压境，
13 日 13 时 ，石 臼 湖 蛇 山 水 位 达 到
12.44 米，超警戒水位 2.04 米。记者
在堤防两侧看到，编织袋、块石堆放
有序，装有防汛物资的卡车和挖机停
在圩堤外的空地上随时待命。古柏
街道防汛突击队的队员们冒着大雨
将泥土装入塑料编织袋内，再将成袋
泥土装运到一线圩堤上，分别堆放在
每隔 500 米一个的防汛值守点附近。
面对可能出现的超历史最高水位，古
柏街道强化了防汛物资储备，已储备
到位编织袋 7.8 万只、木材 20 立方米、

块石 1200 吨、水泵 16 台，并将根据情
况随时增添。

7 月 10 日，南京市将防汛应急响
应升级为Ⅱ级。这两天，南京市防汛
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李宗超忙
着在各地检查防汛物资的落实情况。
他说：“全市启动Ⅱ级响应后，我们已
经由原来的 10 辆汽车装车待命，提升
到 40 辆汽车待命。现在，所有长江堤
防全天候人员值守。”

防汛Ⅱ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南京
市防指不断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
的会商分析。南京市水文局加密预报
频次，《水情预报专报》从每日1报到每
日 3 报。南京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
局要求，除夫子庙景区外，所有游览码
头均停航，秦淮新河水域封航。水务、
气象、水文、城管、公安交管、应急管
理、交通运输、建委、南京警备区、武警
南京支队、消防救援支队、南京供电公
司等单位派员进驻市防指办公室。解
放军、武警部队、消防等各类抢险队伍
做好人员待命准备，视情投入抢险救
灾工作。

作为南京秦淮河重要通江泄洪口
门，秦淮新河水利枢纽启动近年来首次
闸站联合运行——白天关闭闸门，开启
秦淮新河泵站，抽引内河水排至长江；
夜间利用长江落潮时段，关闭秦淮新河
泵站，开启闸门，抢排涝水。通过闸站
联合、高挡低排，全力下泄秦淮河洪
水。此外，利用少雨天气提前预降内河
水位，保证南京主城区防汛安全。

目前，全省各地水稻栽插已基本

结束，但是受梅雨期阴雨影响，田管工
作进程缓慢。泰州市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指导农户进行秧苗管理，有效
推进施肥、除草、治虫等工作，同时做
好移密补稀和杂稻拔除工作。各地还
借助电子技防手段，适时监控排灌河
道水位，有序实施排涝流量方案，防止
汛旱急转。淮安涟水县金码梯级闸工
作人员孙东军介绍，金码节制闸3个闸
门全部开启，以解决陈师、成集、梁岔
等乡镇街道的几万亩水稻积水问题。

持续降雨让部分地方果树受灾。
常州武进区的果农高正荣说，7月初正
是白凤桃上市时节，他刚接到一批订
单，但没承想一场暴雨让果园里60%的
桃子都掉落在地，果林也被淹了。区农
技推广中心园艺站农艺师王秋南支招：
要及时排水，不能随便用肥料；已经受
到灾害的话，要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
气象部门预测，近日我省沿江和苏南地
区还将维持降雨天气。农业部门提醒
广大种植户及时收获已成熟作物，清理
疏通田间沟渠，做到雨停田干。同时，
要抢晴松土，提高作物根系活力并适量
补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

“我们将加强水工程调度，全力抢
排太湖地区、沿江和苏南地区河湖洪
涝水，组织沿线各地全力开展巡堤查
险，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险情，确
保江河湖库堤防万无一失，防汛物资
前置，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决战决胜防
汛抗洪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省水利厅厅长陈杰说。

本报记者 吴 琼

我省各地以最实作风最硬举措随时待命
人民至上

，筑牢防汛安全墙

本报讯 省水利厅 7 月 13 日
15 时将苏南运河无锡段洪水升级
为黄色预警。13 日 14 时，苏南运
河无锡段水位上涨至 4.36 米，超
警戒水位 0.46 米，高水位将继续

维持。提醒影响区域各级政府及
各有关部门继续组织做好防汛工
作，交通部门继续加强本河段航运
管理，社会公众注意避灾避险。

（吴 琼）

苏南运河无锡段预警升级为黄色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全省水
利建设系统克服疫情影响，加快复
工复产，水利重点工程完成投资
64.5 亿 元 ，占 年 度 投 资 计 划 的
51%，太湖治理、淮河治理、长江治
理、沿海水利等项目有序推进，顺
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节
点目标。至 6 月底，国家 172 项重
大节水供水项目进展顺利，省委高
质量考核涉及水利建设任务节点
目标圆满完成。

省水利工程建设局对水利重
点工程防洪度汛工作开展全面摸

底排查，对新孟河工程、洼地治理
工程等 7 大类 21 个项目，逐项分
析防汛工作措施，落实防汛责任。
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 6 月底提前
实现应急通水目标，为太湖湖西地
区防洪保安创造条件。沂沭泗地
区2019年旱涝灾后应急治理工程
4 月初批复实施，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督促沿江地区江阴定波枢纽、
张家港常沙河闸站等在建工程项
目法人落实度汛预案以及超标准
洪水应对预案，确保工程安全度
汛。 （吴 琼）

全省水利重点工程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13 日上午，南京市浦口区桥林
街道的驷马河大堤背坡，插在地上
的一面小红旗提醒着巡逻的志愿
者，这里是散浸点。58 岁的林传松
头戴草帽，手拿一根竹杖，看了一眼
从散浸点流出的河水，“水很清，一
切正常，我们加强巡逻。”这已经是
他当天第4次观察该点位。

驷马河是长江桥林段 3 条入江
支流之一，也是历年防汛的重点区
域。长江水位持续上涨，驷马河东
岸的林蒲社区压力巨大。“我是土生
土长的林蒲人，跟驷马河打了一辈
子交道。”林传松摘下草帽，黝黑的
脸上露出笑容，“更何况我还是个老
党员，这个时候就是打仗，保家卫
国，肯定要上！”老林退休前一直是
村里的干部，这么多年的防汛工作，
他一年没落下，2.2公里的大堤哪里
发生过散浸，哪里需要重点关注，他
心里都有一本账。

近年来，驷马河大堤经过多次加
高加固，抗洪能力今非昔比，但汛情
一来，社区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林传
松。“寻找散浸点，林师傅的经验最丰
富，我们都听他的。”林蒲社区副书记
胡其辉说的散浸，是河水在高水位压

力下，通过堤坝内部的缝隙，从临水
坡向背水坡渗透，如果不能及时发
现，河水会在压力下带走堤坝的泥
沙，进而形成管涌，甚至导致决堤。

驷马河大堤上一次出现险情，
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发现散浸点。林
传松说，“别看散浸点的水流很小，
处置不当的话，几个小时就能决
堤。”怎么处置？必须第一时间找到
渗水口，用透水性大的砂石做反滤，
让已经渗到堤里的水流出，而不带
走土粒，“只要渗出的水是清的，一
般就没有什么问题。”

林传松的巡堤装备，让记者好
奇。草帽用来防晒防雨，但他从不离
手的竹杖，有什么用处呢？“别小看
它，我跟志愿者反复强调，一定要随
身带。”他解释说，发现堤坝可能出现
散浸时，能用竹杖拨开草丛和杂物，
准确寻找散浸点的位置，“汛期蛇虫
出没更加频繁，一旦遇到，竹杖可以
避免遭受蛇的攻击，尤其是晚上。”

长江水位不断抬高，13 日上午
已经突破10米大关。汛情严峻，林
传松加密了巡堤频次，一个小时一
次。大家分成白天晚上两个班，一
个班次来回要走 20 多公里。记者
问他辛不辛苦，老林笑着说：“当然
苦，但是堤坝后面住着那么多村民，
再苦也要守住！”本报记者 盛文虎

防汛“老把式”，一根竹杖护大堤

本报讯 因上游皖南地区遭
遇强降雨，南京市高淳区已启动水
阳江防汛一级应急响应。7 月 12
日 22 时，在该区古柏街道三保村
中保段圩堤，古柏供电所员工王
曦、黄桂木冒雨检查供电设备，为
防汛人员巡视提供照明保障。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启动“防汛
圩堤亮灯”行动，在高淳区中保段
圩堤、江宁区尾砂坝、溧水区毛家

圩等40余处防汛圩堤架设圩堤照
明 线 路 120 公 里 ，亮 灯 6000 余
盏。该公司运检部副主任陈寿龙
介绍，截至目前，已累计组织开展
防汛特巡、抢险4913人次，出动车
辆 1318 台次，对全市 407 座排涝
站、防汛闸门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
查，为受灾泵站架设临时配变 5
台，全力保障防汛设施安全可靠供
电。 （付 奇 任俊宇）

南京“防汛圩堤亮灯”行动启动

十日起

，南京消防救援支队陆续在南京全市设置二十九个前

置备勤点

，确保南京江河湖库堤防安全

。图为昨日

，特勤大队一

站和水域救援大队消防指战员携带大功率手抬机动泵

、皮划艇

、

冲锋舟不间断巡防

。

本报记者

方思伟文

万程鹏摄

十三日

，宝应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民警

在京杭大运河宝应段岸线进行防汛查险

。

沈冬兵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昨日

，受骆马湖上游持续来水影响

，宿迁嶂山闸加大泄洪流量

。

刘春雨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特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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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经省委
组织部部务会议研究并报省委同意，
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1、吴胜红，现任南京工业大学
党委常委、副校长。男，1965 年 2 月
生，汉族，江苏海门人，在职研究生学
历，硕士学位，1985 年 11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拟任
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2、刘标，现任苏州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男，1973 年 8 月生，汉
族，江苏建湖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
士学位，1994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5 年 8 月参加工作。拟任苏州
大学党委副书记。

3、王传金，现任常州工学院党
委常委、副院长。男，1968 年 9 月生，
汉族，山东郓城人，在职研究生学历，
博士学位，1993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拟任常州
工学院党委副书记。

4、濮励杰，现任南京大学党委
常委、校长助理，浦口校区主任（兼），
金陵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苏州校
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兼）。男，1965年9月生，汉族，江苏
苏州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198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
7 月参加工作。拟任南京工程学院
党委副书记，试用期一年。

5、黄志良，现任江苏城乡建设
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男，
1965 年 2 月生，汉族，江苏溧阳人，大
学学历，学士学位，1988 年 5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8 年 6 月参加工作。
拟任省属高职院校党委书记。

6、朱东风，现任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设计处处长。男，1971年1月生，
汉族，江苏滨海人，在职研究生学历，
博士学位，1993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4 年 8 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属
高职院校校（院）长，试用期一年。

7、巫建华，现任江苏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男，1964
年 9 月生，汉族，安徽广德人，研究生
学历，博士学位，1987年7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拟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8、简祖平，现任江苏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男，1970 年 9 月
生，汉族，江苏句容人，大学学历，在
职硕士学位，200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拟任省
属高职院校校（院）长，试用期一年。

公示时间为：2020 年 7 月 14 日
至 7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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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83393863，83393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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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13日

江苏省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上接1版 审议《江苏省关于加强
小餐饮管理的决定（草案修改稿）》

《江苏省中医药条例（草案修改稿）》
《江苏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
案修改稿）》；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江苏省野生动物
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审
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江苏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草案）》《江苏省社会
信用条例（草案）》《江苏省农村水利
条例（草案）》《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条
例（草案）》《关于〈江苏省矿产资源管
理条例〉等十一件地方性法规的修正
案（草案）》的议案；审议省检察院关
于提请审议《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省政
府关于《江苏省 2020 年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及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的议案、关于江苏省 2020 年上半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关于江苏省 2020 年上半年
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江苏
省2019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江
苏省2019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
告，审查批准江苏省 2019 年省级财
政决算；审议省政府关于城乡社会救
助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
询问；审议省政府关于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和科技进步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2019年度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落实情况（包括中小企业环境治
理情况）的反馈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
评；审查批准南京等设区市 8 件地方
性法规；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会
议听取了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
有关工作机构关于各项议程准备情
况的汇报。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和长三角
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