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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写好“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现代化篇章

江苏省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杜小刚、张宝娟、朱立凡、王晖、曹路宝、庄兆林、方伟拟任设区市委书记

江苏省省管
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3万名快递员等“八大群体”将免费体检
关爱困难群体，江苏发布一系列暖心大礼包

本报讯（记者 耿联）7月9日，省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省委书记娄勤俭在主持学习会时
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更
加自觉担当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光荣使命，在全省上下激发出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奋力谱写好“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
现代化篇章。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五
指导组组长孙永春，省委副书记、省长
吴政隆，省委副书记张敬华参加学习。

学习会上，娄勤俭、杨岳、樊金龙、
许昆林、张黎鸿、费高云、赵世勇、齐家
滨等交流了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任何时候都坚决听从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任何时候

都坚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定向领航，传承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矢志不渝践行初心使命，确保党
中央决策部署在江苏落地生根，以“争
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使命担
当，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娄勤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立足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
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
节点，告慰先辈、启迪当下、昭示未来，
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是国运所系、大
义所在；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
宣言，回望历史、整装出发的政治宣言，
举旗定向、指引行动的政治宣言，彰显
意志、鼓舞力量的政治宣言，继往开来、
续写荣光的政治宣言。

娄勤俭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实践要求，进一
步深刻理解“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的重大使命，以坚定的信心和意

志，办好江苏自己的事，努力在率先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娄勤
俭表示，坚定的信心和意志，来自于百
年奋斗路上江苏始终冲在先、走在前的
历史担当，来自于浸润在江苏儿女血脉
中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力量，来自于
江苏在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地
位和重大责任，来自于我们坚持不懈地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统一意志和行动。踏上新的征程，我
们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解放思想、统一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坚决拥护核心、跟随核
心、捍卫核心，坚决落实“九个必须”重
大要求，奋力谱写好“强富美高”新江苏
建设的现代化篇章。

娄勤俭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是全省上下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把学

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与落实总书记
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密结
合起来，与深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紧密
结合起来，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宣传宣
讲、研究阐释，真正推动讲话精神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要坚决响应总书记对
全体党员的伟大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做迅速行动者、忠实执行者、模范践
行者，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持续排查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推动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岗位建功
立业。要准确把握总书记对凝聚共同
奋斗力量的重要指示，推动全省上下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断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江苏实践推向前进。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五指导组副
组长田哲一及指导组成员出席，省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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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研究决
定，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1、杜小刚，现任无锡市委副书记、
市长。男，1976年6月生，汉族，江苏常
州人，大学学历，硕士学位，1997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 年 8 月参加工
作。拟任设区市委书记。

2、张宝娟，现任扬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女，1967年9月生，汉族，江苏南
京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8
月参加工作。拟任设区市委书记。

3、朱立凡，现任泰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男，1971年12月生，汉族，江苏昆
山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
199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8
月参加工作。拟任设区市委书记。

4、王晖，现任南通市委副书记、市
长。男，1968年7月生，汉族，江苏徐州
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1993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4月参
加工作。拟任设区市委书记。

5、曹路宝，现任盐城市委副书记、
市长。男，1971年9月生，汉族，安徽天
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
级会计师，199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3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设区市
委书记。

6、庄兆林，现任徐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男，1969年2月生，汉族，江苏扬
州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199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
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设区市委书记。

7、方伟，现任连云港市委副书记、
市长。男，1965年5月生，汉族，江苏昆
山人，大学学历，硕士学位，1986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 年 7 月参加工
作。拟任设区市委书记。

公示时间为：2021年7月10日至
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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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93875，
833918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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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9日，江苏省委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

“我为群众办实事”——开展困难
群体关爱行动新闻发布会上，省
民政厅、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
联、省残联、扬州市有关负责同志
介绍关爱困难群体的务实举措以
及推进计划。

7月起江苏将提高低保标准

2021年，江苏将为3万户困难
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目前
进展如何？省民政厅副厅长蒋同进
介绍说，截至6月30日，各地已排出
改造对象清单，1.4万户进入开工或
准备开工阶段，约1.8万户正在评
估，预计10月底不少于3万户完成
改造。

针对农村养老服务这个短板，
江苏计划将100个农村敬老院改造
提升为标准化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
中心，并在保障特困人员集中供养
需求的基础上，向农村社会老人开
放富余床位，以满足他们“养老不离
乡”的愿望。目前，80个农村敬老院已

开始改造提升，其中31个完成改造。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获悉，从7

月起，江苏适度提高社会救助标准，
提标后，全省低保平均标准预计将
达到803元/人·月，将惠及77万低
保对象和21万特困供养对象。

为4.5万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托
养照料残疾人这一难题，将其列入
解决突出民生问题清单，并将“新增
16-59周岁无业智力、精神和重度
肢体残疾人托养1万名”列为今年
省民生实事项目之一。

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庆
祖杰介绍，全省通过寄宿制托养服
务、日间照料服务、居家托养服务三
种方式，满足不同残疾人的托养照
料需求。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托
养残疾人5286名，共计为4.5万名
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省民政厅副厅长蒋同进介绍
说，今年元旦开始，省定城镇和农村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提
高到每人每月130元、90元以上。

此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
准也随着低保标准调整相应提高。
蒋同进介绍，2021年省级财政预计
下拨9.66亿元用于“两项补贴”，将
分别惠及困难残疾人约67万人，重
度残疾人约63万人。

为“八大群体”定制体检服务

近年来，快递员、送餐员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长，省总
工会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基层一
线，与快递员、送餐员、货车司机、护
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
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八大群
体”面对面沟通，了解他们的所思所
想所盼所愿。省总工会副主席张柯
介绍，全省工会向3万名以上“八大
群体”劳动者赠送免费健康体检服
务，且体检套餐根据劳动者职业特点
量身定制。例如，针对快递员、送餐
员频繁上下楼的情况，增加膝关节正
侧位X光片检查；针对货车司机、网
约车司机久坐、饮水不足等情况，增
加泌尿系统超声检查等。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于丹丹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委研究决
定，对胡拥军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胡拥军，现任南通市委副秘书
长、办公室主任。男，1974 年 10 月
生，汉族，江苏如皋人，省委党校研
究生学历，1998年3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2 年 8 月参加工作。拟任
县（市、区）委书记。

公示时间为：2021年7月10日
至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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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93875，833918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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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探月与
航天工程中心获悉，截至 7 月 8
日，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超过
300米，已在火星表面工作54个火
星日。

据悉，祝融号驶上火星表面
以来，向南行驶开展巡视探测，
导航地形相机每日对沿途地貌
进行成像，行进中遇到岩石、沙
丘等特殊地貌时，利用表面成分
探测仪、多光谱相机等开展定点
探测。图为祝融号拍摄发火星
岩石和尘土照片。 新华社发

祝融号带你看
火岩火尘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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