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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推进“两聚一高”
新实践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学哲学用哲学专题学习 李强主持 吴政隆参加
扬子晚报讯 （记者 耿联） 省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9 月 13 日举行
专题学习会，以纪念《实践论》
《矛
盾论》发表 80 周年为契机，结合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
讲话精神，开展学哲学用哲学专题
学习。省委书记李强主持并讲话，
强调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更好地推进“两聚一高”
新实践。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
隆，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黄莉
新参加学习。
会上，李强、吴政隆、黄莉新、
郭文奇交流了学习体会。大家一

致认为，
《实践论》
《矛盾论》是毛泽
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
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至今仍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按
照中央的部署要求，深入学习马克
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基本观点、
基本方法，更好地把握规律，更好
地推动工作。必须联系思想实际
来 学 习 ，做 思 想 政 治 上 的“ 明 白
人”。
李强强调，深入学习马克思主
义哲学，必须联系能力实际来学
习，着力克服“本领恐慌”。当前我

们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瞬息万变
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努力做到
的新时代，要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
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根本，集
局，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必须懂
中力量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
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
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把
法。我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
实际情况摸得更准一些，把应对的
记系列重要讲话，充分汲取哲学智
措施想得更细一些，做到胸中有
慧的滋养，努力提高把握方向、把
数、落实有策、行动有力。
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
李 强 强 调 ，领 导 干 部 特 别 是
李强指出，深入学习马克思主 “一把手”要把学哲学用哲学作为
义哲学，必须联系发展实际来学
一项政治责任和长期任务，作为
习，化真理的力量为工作的力量。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现在我省发展转型正处在爬坡过
组织好广大党员和群众学习，在全
坎的关键时期，必须把研究和解决
省上下形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实际问题作为学哲学用哲学的着
哲学的热潮，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眼点，准确把握现阶段经济社会发
开做好更加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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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消协
改名为省消保委了
扬子晚报讯 （通讯员 袁传
敏 记者 马燕） 9月13日，
江苏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简称
江苏省消保委）成立大会暨第一
届全委会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
以替代原江苏省消费者协会。
江苏省消费者协会于1986
年 7 月成立。三十多年来，
累计
受理消费者投诉 107.45 万件、
咨询500万余人次，
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近16亿元。
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
《江 苏 省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条
例》，
在立法层面确定了我省消
费者组织的名称和职能。省政
府于 5 月 8 日批复同意按照新
建程序成立“江苏省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以替代原“江
苏省消费者协会”。消保委实
行届期制，
五年一届。

强化责任推进群团改革
标本兼治深化政治巡视

省委常委会传达习总书记关于群团改革重要指示等 李强主持
扬子晚报讯 （记者 耿联） 9
月 13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改
革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群团改革工
作座谈会精神，讨论通过关于修改
我省贯彻《巡视工作条例》实施办
法的决定和十三届省委巡视工作
规划。省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我们一定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
中央群团改革工作座谈会精神，结
合我省实际深入推进群团改革。
要强化推进责任，群团改革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各设区市、

县（市、区）党委要负起推进群团改
革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既抓好
群团改革实施方案的制定完善，又
抓好改革任务的组织实施。各级党
委一把手要对群团改革亲自过问、
亲自推动。要狠抓工作落实，已出
台改革实施方案的省群团组织要抓
紧把改革实施方案落实到位，还没
有出台改革方案的要抓紧制定出
台，省各群团要加强对本系统市县
及基层改革的指导，
确保 2018 年底
前全面完成群团改革任务。
会议强调，政治巡视是十八届
中央巡视工作的重大成果，也是中

央新修改《条例》的重点和亮点。
要不折不扣落实全覆盖要求，科学
统筹谋划，创新组织形式和工作方
式，确保实现全覆盖的目标，同时
要坚持进度服从质量，把发现问题
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进一步
提高巡视质量和水平。要切实抓
好成果运用，巡视监督既要发现问
题线索，又要对发现的问题深入分
析、举一反三，推动有关方面及时
堵塞漏洞，切实防止问题的再次发
生，发挥好巡视标本兼治的重要作
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江苏省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扬子晚报讯 （记者 石小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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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组织
部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1、
戴元湖，
现任盐城市委副书
记、市委统战部部长。男，1962年2
月生，
汉族，
江苏射阳人，
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1984年3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
工作。
拟任省级机关正厅职干部。
2、
王方林，
现任省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党组成员。男，1963年12
月生，
汉族，
江苏阜宁人，
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1986年5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
省级机关正厅职干部。
3、
张一卒，
现任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男，1969年1月
生，
汉族，
浙江新昌人，
省委党校大
学学历，199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0年12月参加工作。拟任省
级机关副厅职干部。
4、
史小庆，
现任省人大常委会
外 事 委 员 会 委 员（副 厅 级）。女 ，
1962年7月生，汉族，江苏溧阳人，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99年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8月参加
工作。
拟提名为省人大常委会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人选。
5、
于阳，
现任省政协办公厅秘
书处处长。男，1972年6月生，汉族，
江苏沭阳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

士学位，199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5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省级
机关副厅职干部，
试用期一年。
6、
陈宏，
现任省政协研究室综
合处处长。男，1969年11月生，汉
族，
江苏常州人，
大学学历，
学士学
位，199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省级机
关副厅职干部，
试用期一年。
7、
金传兴，
现任省政协办公厅
副巡视员。男，1959年9月生，汉族，
山东费县人，在职大学学历，1980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3月
参加工作。
拟提名为省政协专门委
员会副主任人选。
8、
邱友根，
现任南京铁路运输
检察院检察长。
男，
1962年7月生，
汉
族，江苏泰州人，在职大学学历，
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
7月参加工作。
拟任省纪委派驻省级
机关纪检组组长，
试用期一年。
9、
周晓阳，
现任省商务厅对外
贸易处（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
室）处长（主任）。女，1965年11月
生，汉族，江苏扬州人，大学学历，
学士学位，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省
级机关副厅职干部，
试用期一年。
10、章寿荣，现任省社会科学
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区域现代化研
究院）所长（常务副院长）。男，1963
年7月生，汉族，江苏苏州人，研究
生学历，硕士学位，1997年7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

拟任省直单位副职，
试用期一年。
族，
浙江台州人，
大学学历，
硕士学
11、任桐，现任省广播电视总
位，199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台党委委员。男，1967年9月生，汉
1997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县（市、
族，
江苏扬州人，
在职研究生学历， 区）委书记。
博士学位，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
17、
顾国标，
现任海安县委副书
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省
记、
县长。
男，
1965年8月生，
汉族，
江苏
直单位副职，
试用期一年。
海门人，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94年
12、
蒋跃建，
现任省科学技术厅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8月参加
副厅长、
党组成员。男，1963年11月
工作。
拟任县（市、
区）委书记。
生，
汉族，
江苏泰兴人，
在职研究生学
18、
钱锁梅，
现任南通市妇女联
历，
博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
1984年1
合会主席、
党组书记。
女，
1972年2月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7月参加
生，
汉族，
江苏南通人，
中央党校研
工作。
拟推荐为南京市副市长人选。
究生学历，
学士学位，
1992年12月加
13、于强，现任常州市纪委常
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8月参加工
委、
市监察局副局长。男，1966年11
作。
拟推荐为县（市、
区）长人选。
月生，
汉族，
辽宁锦州人，
省委党校
19、于立忠，现任如东县委常
大学学历，2001年10月加入中国共
委、
常务副县长兼洋口港经济开发
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设
区党工委书记。男，1971年2月生，
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汉族，
江苏南通人，
大学学历，
硕士
14、徐冀锋，现任镇江市委组
学位，199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织部副部长、
新经济社会组织工委
1994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为县
书记。男，1963年7月生，汉族，江苏 （市、
区）长人选。
镇 江 人 ，省 委 党 校 研 究 生 学 历 ，
20、
陈勇，
现任海门市委书记。
198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
男，1963年11月生，汉族，江苏如皋
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设区市纪律
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84年
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11月
15、周奇恒，现任丹阳市委常
参加工作。
拟任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委、
市纪委书记。男，1976年9月生， 发区党工委书记。
汉族，
山东莱西人，
省委党校研究生
21、刘志军，现任徐州市纪委
学历，硕士学位，1995年5月加入中
常委、
市委巡察办主任。男，1963年
国共产党，1998年7月参加工作。拟
4月生，汉族，江苏邳州人，大学学
任设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历，学士学位，1993年7月加入中国
16、王逍霄，现任宝应县委副
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
书记、县长。男，1973年12月生，汉
设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苏南沿江铁路
力争年内开工
扬子晚报讯 （记者 石小
磊） 江苏省环保公众网 13 日
发布新建铁路苏南沿江铁路先
开段站前工程第二次环评公
示，这也意味着苏南沿江铁路
离开工越来越近啦。根据我省
今年的铁路建设计划，苏南沿
江铁路力争年内开工，而位于
常州金坛的这 5 公里高铁将是
最先开工的一段。
新建铁路苏南沿江铁路
DK64+500~DK70+00 先开段
站前工程为新建铁路建设项
目，属于新建铁路苏南沿江铁
路的先期开工段，位于江苏省
常州市金坛区境内。
这条铁路为高速铁路客运
专线，设计速度 350 公里/时。
未来通车后将全部运行 CRH
动车组，最小行车间隔为 3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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