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季 铖 版 式：张 迪

要闻20星期二 2020年10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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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知言，现任省有色金属华东
地质勘查局副局长、党委常委。男，
1973年10月生，汉族，河南商城人，
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1997年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7月参加工
作。拟任省级机关正厅职干部。

2、徐 勇，现任东部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男，
1965年8月生，汉族，江苏宜兴人，大
学学历，学士学位，1987年 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
拟任省委管理领导班子企业总经理。

3、成 竹，现任省纪委监委组织
部副部长。男，1973年11月生，汉族，
江苏泰兴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
士学位，199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6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省纪委监
委组织部部长（副厅级），试用期一年。

4、姚敬东，现任省纪委监委第六
审查调查室副主任。男，1969年6月
生，汉族，江苏如皋人，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学士学位，1992年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3年 8月参加工作。
拟任省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调查室主任
（副厅级），试用期一年。

5、金 健，现任省纪委监委第十
监督检查室副主任。男，1973年12
月生，汉族，上海人，省委党校研究生
学历，学士学位，1994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4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
省纪委监委第十监督检查室主任（副
厅级），试用期一年。

6、朱玉龙，现任省人大常委会人
事代表联络委员会选举任免处处长、
一级调研员。男，1974年10月生，汉
族，江苏连云港人，大学学历，硕士学
位，1998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7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
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委员会委
员（副厅级）人选。

7、严 冬，现任省人大法制委员
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
济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男，1975

年8月生，汉族，江苏淮安人，大学学
历，硕士学位，1996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7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
提名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委员（副厅级）人选。

8、任凤鸣，现任省政协提案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男，1964年4月生，汉
族，江苏宝应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
士学位，198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年10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
为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人选。

9、林启虎，现任省政协长江路
292 号大院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
员。男，1962年12月生，汉族，安徽
寿县人，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5年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11月参
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省政协港澳台
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人选。

10、常和平，现任省公安厅副厅
长、党委委员，南京市副市长、市公安
局局长、党委书记。男，1965年10月
生，汉族，江苏靖江人，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年 7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公安
厅党委副书记。

11、张 欣，现任省交通运输厅政
治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男，1969年2
月生，汉族，江苏靖江人，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学士学位，1998年10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9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

12、肖延川，现任省对口帮扶陕
西省工作队副领队，省农业农村厅人
事处处长、一级调研员，陕西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男，1970年2
月生，汉族，江苏沛县人，大学学历，学
士学位，199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2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农
业农村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

13、倪海清，现任省商务厅综合
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男，1969年6月
生，汉族，江苏泗阳人，大学学历，学士
学位，无党派，1990年8月参加工作。
拟任省商务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

14、孙沪兵，现任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办公室主任。男，1972年11月生，汉
族，江苏盐城人，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九
三学社成员，200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3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15、艾 卉，现任省委统战部三
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女，1968年11
月生，回族，江苏南京人，在职大学学
历，1995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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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高圣华，现任无锡市财政局
局长、党组书记。男，1964年9月生，
汉族，江苏泰州人，在职大学学历，
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
年7月参加工作。拟明确为无锡市副
厅职干部，推荐提名为徐州市副市长
人选（挂职）。

17、封晓春，现任无锡市新吴区委
副书记、区长，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主任。男，1970年2月生，汉
族，江苏江阴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
月参加工作。拟任县（市、区）委书记、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18、崔荣国，现任无锡市委组织
部常务副部长。男，1975年3月生，汉
族，山东枣庄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
士学位，199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7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
名为县（市、区）长人选，任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19、包 鸣，现任无锡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市地震局）局长、党委书
记。男，1969年3月生，汉族，江苏无
锡人，在职大学学历，1998年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1年8月参加工作。
拟推荐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

20、章树军，现任无锡市委巡察
组组长。男，1971年11月生，汉族，
安徽滁州人，大学学历，硕士学位，
199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
7月参加工作。拟任无锡市纪委副书

记，推荐提名为无锡市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人选。

21、张 超，现任常州市委副秘
书长。男，1977年2月生，汉族，江苏
常州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
位，199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9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常州市纪
委副书记，推荐提名为常州市监察委
员会副主任人选。

22、王亚明，现任常州市监察委
员会委员。男，1972年5月生，汉族，
江苏常州人，大学学历，硕士学位，
200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
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常州市纪委副
书记，推荐提名为常州市监察委员会
副主任人选。

23、殷 敏，现任扬中市委书
记。女，1970年12月生，汉族，江苏
镇江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
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镇江
市副市长人选。

24、黄万荣，现任丹阳市委副书
记、市长。男，1971年5月生，汉族，
江苏扬中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1992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7月参加工作。拟明确为镇江
市副厅职干部，推荐提名为连云港市
副市长人选（挂职）。

25、张德军，现任扬中市委副书
记、市长。男，1971年7月生，汉族，江
苏句容人，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91
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
加工作。拟任县（市、区）委书记。

26、张小辉，现任扬州市政府副
秘书长。男，1972年9月生，汉族，江
苏扬州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
学位，199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4年9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
县（市、区）长人选。

27、朱 勇，现任扬州市政府外
事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市政府港澳
事务办公室主任。男，1975年11月
生，汉族，江苏盱眙人，在职研究生学

历，博士学位，2004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7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
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

28、徐宏宇，现任扬州市委副秘
书长、研究室主任。男，1970年 8月
生，汉族，江苏高邮人，中央党校大学
学历，硕士学位，2000年9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9年12月参加工作。拟
任扬州市纪委副书记，推荐提名为扬
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人选。

29、陈 明 冠，现任泰州市副市
长。男，1964年2月生，汉族，江苏泰
州人，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8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参加
工作。拟晋升为泰州市一级巡视员。

30、王 晓 斌，现任启东市委书
记。男，1969年9月生，汉族，江苏如
东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
位，1992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
南通市副市长人选。

31、李 玲，现任南通市商务局
局长、党组书记，市口岸办公室主任，
一级调研员。女，1968年 9月生，汉
族，江苏南通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
历，学士学位，2000年1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0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
县（市、区）委书记。

32、李新华，现任盐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监察工
委主任。男，1967年10月生，汉族，江
苏射阳人，大学学历，学士学位，1996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8月参
加工作。拟任盐城市纪委副书记，推荐
提名为盐城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人选。

33、潘昌锋，现任淮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三级高级法
官。男，1968年2月生，汉族，江苏涟水
人，大学学历，硕士学位，1996年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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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张赴宁，现任徐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男，1961

年8月生，汉族，江苏新沂人，省委党
校研究生学历，1984年12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1年7月参加工作。拟
晋升为徐州市一级巡视员。

35、尹哲强，现任连云港市委常
委、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男，1963年5月生，汉族，江苏东海
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83年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12月参加工
作。拟晋升为连云港市一级巡视员。

36、王东升，现任连云港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男，
1961年3月生，汉族，江苏邳州人，省
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84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1年7月参加工作。
拟晋升为连云港市一级巡视员。

37、王 芬，现任连云港市委副秘
书长，市信访局局长、党组书记。女，
1972年8月生，汉族，江苏东海人，省委
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1992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7月参加工
作。拟任连云港市纪委副书记，推荐提
名为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人选。

38、郑云龙，现任连云港市纪委
常委、市监察委员会委员。男，1970
年7月生，汉族，江苏连云港人，大学
学历，硕士学位，1993年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93年7月参加工作。拟
任连云港市纪委副书记，推荐提名为
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人选。

39、龚亲华，现任省纪委监委派
驻省财政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一级
调研员。男，1969年6月生，满族，湖
南邵阳人，大学学历，学士学位，1991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
参加工作。拟任省属本科院校纪委书
记，试用期一年。

公示时间为：2020 年 10 月 20 日
至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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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93811（机关）、83393875（市县）、
83392361（企业）、83393863（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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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9日

江苏省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一天一夜，打退敌人 23 次疯狂
进攻，连队 162 人几乎伤亡殆尽。回
忆上甘岭 537.7 高地北山一昼夜血
战，94岁高龄的原志愿军老战士米玉
岗 68 年后在南京和平暖阳中的讲
述，依然让人喘不过气来。

去的时候，
大家都做好了牺牲准备

21 岁参军，22 岁入党，先后参加
襄樊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米玉岗在解放战争中磨炼、成长，
1949 年 12 月，进军大西南中他还参
与了一个多排俘虏国民党军一个保
安团的传奇战斗。

1950 年，米玉岗随 12 军回河北
休整，准备赴朝参战。“乱七八糟打了
个包袱寄回家，我知道回来的可能性
不大，去的时候大家都有牺牲的思想
准备。”这时已是连队指导员的米玉
岗给战士们作出国作战动员，“你不
去支援朝鲜，美国就会把朝鲜占了、
就会进一步侵犯中国，保卫朝鲜也是
保卫中国。”

1951 年 3 月底，米玉岗随 12 军
入朝参战。行军时不仅很少看到朝
鲜群众，连完好的房子也很少见，战
士们在国内能借住老百姓房子，此时
只能锯树挖土自己盖房住。

12 军急赴前线，是参加 1951 年
4 月的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很顺
利，12军打垮土耳其旅，突破三八线，
进逼汉江。由于后勤达到极限，我军
开始第二阶段后撤。米玉岗回忆，美
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紧紧追击，他所
在连队撤过汉江时损失较大，12军甚
至遇到了美军 187 空降团的穿插包
抄，但阻截被我军顽强打破。

由于“联合国军”摸到了志愿军
“礼拜攻势”的特点，第五次战役意图
没能完全实现，但志愿军很快就找到
了对付美军的新办法。

坑道防御，
削减敌飞机大炮优势

这个新办法，就是后来著名的依
托坑道“小兵群”作战。1951 年 11
月，12 军参加金城防御作战，进行大
小战斗 400 余次，圆满完成防御作战
任务，坑道就起了很大作用。

“人工用铁钎子和锤子打，有时
用炸药，把山打个洞，防御很有效
果。你有飞机大炮，我钻到山里都不
怕；你来少了我不理，来多了我出来
跟你打。”米玉岗说，依托坑道防御，
兄弟部队31师92团一个班曾在敌占
领表面阵地后坚守 9 天，直到我军反
攻山头成功。

1952 年 10 月，敌我围绕上甘岭
展开了空前激烈的阵地攻防，每个

山头每天都有激烈争夺。前期 20 多
天作战，志愿军许多步兵连队往往
上去很短时间就伤亡殆尽，15 军元
气大伤，刚完成 1 年防御任务的 12
军奉命取消休整、紧急支援。由于
阵地面积有限，12 军以“小兵群”逐
次投入展开。“争夺是拉锯式的，白
天美国鬼子依靠飞机大炮把志愿军
打下来，到晚上志愿军又把敌人打
下去。”11 月 17 日，米玉岗所在的 34
师 106 团奉命出战，接替伤亡很大的
兄弟部队 92、93 团投入 537.7 高地
北山拉锯战。

当时，表面阵地在敌手中。18日
凌晨，106 团 3 营 8 连 162 人分 3 个梯
队展开反攻，时任 8 连指导员的米玉
岗率第三梯队。夜晚是属于志愿军
的，米玉岗带梯队到阵地上时，连长
文法礼已率第一梯队收复阵地并展
开防御。

8 连负责 537.7 高地北山左翼 4、
5、6 号阵地。“上去看到阵地上很惨
了。”米老给记者比划说，“有这一掐
这么粗的树都打没有了，地下的石头
都打成了一层土。”这样的地形很难
修工事，当时主要靠坑道防御和不断
派出小股兵力反击的方式抵消敌火
力优势。

清晨 5 点，106 团接防不到 3 个
小时就遇敌进攻。敌人先以 4 架飞
机轰炸，继以长达 1 个小时的炮击。
战史记载，整个 537.7 高地落弹两万
余发。随后，双方围绕离金化公路最
近的6号阵地展开激烈争夺。

米玉岗在 6 号阵地上看到，敌人

坐卡车沿路进抵山脚，下车后展开仰
攻。“说起来也好笑，你在山上隐蔽
着，只要听到‘啪啪’一打枪，你就知
道敌人要上来了。你出来一打，他就
跑回去了。”米玉岗回忆，敌人说好打
也好打，“步兵威胁不大，就是飞机大
炮厉害。”

战斗关键是人，
人靠的是精神

“我们打了一个白天一个黑夜，
敌人从一个排到一个加强营，一共23
次攻击，我们都守下来了。”米玉岗
说，撤下阵地时，全连 162 人有 151
人伤亡，却牢牢守住了阵地。

米老至今清楚记得许多战友的
牺牲情形，“我看到 3 班的战士林树
勋两个膀子都打没了，精神状态还很
好，说‘你们不要管我，去守住阵地’；
还有 7 班班长朱金元，在猫耳洞里也
说‘你们不要管我’。后来时间长了，
他们都流血过多牺牲了。”

这样的牺牲每天都在发生，106
团 9 个步兵连几乎全部打光，连级干
部也几乎全部伤亡，其中就有米玉岗
的老战友文法礼。“连长和我最要好
了，用老话说是一个锅里搅马勺的，
亲兄弟一样。”米老回忆，当天由于 6
号阵地坑道口被炸塌，隐蔽其中的文
法礼等20多位战友全部牺牲。

米老在战斗中脚被弹片击伤，
导致三等残废。他轻描淡写说是

“轻伤”，他更愿意谈牺牲的连里战
友。烈士中最小的年仅 19 岁，最年
长的也不过 30 岁。19 岁的卫生员

钟兴全是四川南充人，在米老记忆
中有点结巴。这个被米玉岗形容为

“可调皮了”的年轻人，在敌人冲上
阵地的危急时刻，毅然拉响爆破筒与
敌同归于尽。

“这样的精神不简单。战斗关键
还是人，人还是靠精神。靠不怕死的
这种精神，才能战胜敌人。”这种精神
甚至连敌人都会畏惧。有段时间大
家远远望着 4 号山头沉寂下来，以为
我军已全部牺牲，“但是敌人始终没
敢占那个地方，到了天黑发现阵地上
还有一个我们的人，是 9 班副班长王
安民。”米老声音激昂地说，“只要山
上有一个人，敌人就不敢去！”

这场激烈防御战的最危急时刻，
是在天快黑时敌人一个加强营规模
的进攻。“反正坚决不能丢阵地，战斗
口号就是人在阵地在，只要我活着就
不会丢阵地。”敌人这次进攻当然也
失败了。下撤后，8 连共被评出一等
功臣 3 名、二等功臣 4 名、三等功臣
34名，连队被评为上甘岭战役集体二
等功臣连。

上去前，米玉岗和战友们都清楚
地知道兄弟部队伤亡很大，“根本不
怕，没有怕这些想法！谁都争着先、
都是抢着去。”米老说，那时谁有钱就
掏出来留给留守的战友，“‘不回来就
算缴纳党费，回来你还我’，那时就是
想得这么简单。”

68 年后回首，米玉岗坦承敌人
确实装备极为强大。“我们的步谈机
只有连里有，整天‘呜啦呜啦’响听
不清。敌人排长都有 611 步谈机，暖
瓶一样很小挂在身前，（通话）质量
也比我们好。”米玉岗说的步谈机是
美制 BC611 步话机，有效通信距离
1-1.5 公里，用法和手机雏形“大哥
大”差不多，虽然有些粗笨，比我军
还是强得多。由于通信不灵，我军
无法实时掌握前沿态势，“我们只能
用添油战术，估计打了一阵前头的
人伤亡差不多了再派一拨，所以打
得比较惨烈。”

不过，装备终归不是战争胜负
的决定性因素。“穷国打败了富国、
劣势装备打败了优势装备，打出了
国威军威。没有朝鲜战争，就不可
能有后来几十年和平。”米玉岗斩钉
截铁地说。

本报记者 陈月飞
本报通讯员 沈珠雷

摄影摄像 韩 军 王悦谋

“只要山上有一个人，敌人就不敢去！”
—— 访原志愿军12军34师106团3营8连指导员米玉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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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全面小康 追梦之路追梦之路””调研行调研行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中午时
分，记者走进位于启东市海复镇滨海
村的“渔家乐”游客接待中心，还未进
门，就听到此起彼伏的“阿拉”声。

餐厅里，10 多张圆桌坐得满满
当当。清蒸梅子鱼、青皮茄子烧肉、
鲫鱼豆腐汤⋯⋯一盘盘热气腾腾的
农家菜端上桌，引来一片叫好声。“这
么鲜的鱼，在上海可不容易吃到。”周
德祥是“回头客”，这次特意约了七八
个朋友一起来尝鲜，“两个多月前就
下单了，不然肯定订不上。”

鲜鱼出自好水。滨海村东临黄
海、枕水而居，全村 2400 多人，有
100多户渔业户，大大小小渔船几十
艘，村里有大小河道 400 多条，水域
面积 600 亩，是启东有名的“水村”。

“我们这是靠水吃水。”滨海村党总支
书记葛祥辉说。

“8 号桌，红烧带鱼，来咯！”染一
头洋气的红发，启东话、上海话自如
切换的陆允贤，是“渔家乐”的服务
员。说起“渔家乐”，陆允贤笑开了
花，“在这，我能挣 4 份钱：工资每月
2000 多 元 ；两 亩 土 地 流 转 费 1 年
2600 多元；家里种的蔬菜卖给餐饮
中心，平均每月1000多元；散养的草
鸡卖给游客，100多元1只，大家还抢
着要。”

“渔家乐”因为定位精准、价格实
惠，度假村经常爆满，老板与村干部
商量：能否把游客引流到农户家，既
弥补接待能力不足，又能让大家一起
富起来。“渔家乐”开出优惠条件，村
民办民宿，将提供 10 万元免息启动

资金，赚到钱再还。
“不好意思，8天长假，客全满了。”

这几天，民宿“怡乐渔村”老板严建兴
不知道回掉了多少老客户的订单。严
建兴原来是启东一家酒店的客房服务
员，听说村里支持搞民宿，他立即回
家，把自家小楼按宾馆客房标准分隔
装修成10间客房、22个床位。“收入怎
么样？”记者问。“比当服务员强多了。”
严建兴一脸笑，“不然也没办法支持儿
子在南京买房买车。”

“‘吃水’的人越来越多，不能只
吃不护。”葛祥辉介绍，在上级党委政
府的支持下，滨海村疏浚全村河道，
推 进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覆 盖 率 已 达
85%，收获了江苏省最具魅力乡村、
南通市文明村等一张张“金名片”。
村里还创新思路，将 18 条横河发包
给村民，既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也使
河道保洁有了责任人。

鱼跃水美的生态风光，又引来了
更多游客。这几年，滨海村陆续开了
13家“农家乐”、2个休闲农庄、5家民
宿，年接待游客达7万人次，旅游营业
收入 2000 多万元，解决就业 300 多
人。去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27500元，休闲农业收入占比30%。

新的机遇已经来临。滨海村隔
壁，一期投资数十亿元，集文旅、康
养、科教等于一体的长泰海滨城正在
建设。瞄准“风口”，滨海村正在规划
打造规模更大、品质更高的民宿群
落，与长泰海滨城互补式发展，演绎
更加生动的幸福循环。

本报记者 徐 超

护水吃水，“渔家乐”乐了渔村

本报讯 江苏、浙江、安徽及上
海三省一市党委宣传部19日在上海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三届长三角
文博会将于11月19日至22日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江苏展区将紧
扣“全面小康，文化产业新征程”的年
度主题，充分展示江苏文化产业积极
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大局，助
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贯彻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本届长三角文
博会突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品
牌化”的办展理念，包括综合发展板块、
海外菁华板块、数字创意板块、文化科
技板块，以及文创生活专题展区和授权
交易专题展区，目前确定的参展商数量

超1000家，同比增长10%以上。
博览会期间，江苏展区将以“江

苏馆”的整体形象呈现，以运河为轴
勾勒和串联各大板块，重点展示《中
国大运河史诗长卷》数字化项目、

《大运河古诗词三百首》、“千问千
寻”大运河短视频、首只大运河地方
政府专项债等内容，描绘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的现实模
样。江苏展区将聚焦科技引领，突出
文旅融合，加强展销结合，展示江苏
文化，推广旅游品牌，提供销售服
务。此外，江苏展团还将举办中日影
视合作论坛、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发展
论坛，并主持发布首本《长三角文化
产业发展蓝皮书》。 （王宏伟）

以运河为轴串联各大展示板块

“江苏馆”将亮相长三角文博会

米玉岗接受采访时敬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