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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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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昊，现任宿迁市委副书
记、市长。男，1965年2月生，汉族，安
徽砀山人，大学学历，硕士学位，1985
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
参加工作。拟任宿迁市委书记。

2、宋乐伟，现任宿迁市委副书记。
男，1969年10月生，汉族，山东潍坊人，
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1992年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8月参加工
作。拟任省级机关正厅职干部。

3、姜朋明，现任江苏科技大学党
委常委、副校长。男，1970年10月生，
汉族，江苏阜宁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博
士学位，199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苏州科技
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试用期一年。

4、吴学敏，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男，1964年1月生，汉
族，江苏南京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
学位，199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南京工业
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5、谢永华，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男，1976年
12月生，汉族，江苏靖江人，研究生学
历，博士学位，2000年9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2002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南
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
长，试用期一年。

6、刘轩明，现任省委办公厅二级
巡视员。男，1966年10月生，汉族，
江苏泗阳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
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省级机关副厅
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7、何 超，现任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人事部主任、一级调研员。男，
1969年6月生，汉族，江苏东台人，省委
党校研究生学历，1991年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9年3月参加工作。拟
任省级机关副厅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8、鲁 敏，现任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创作研究室主任。女，1973年10
月生，汉族，江苏东台人，在职大学学
历，学士学位，2005年1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1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

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试
用期一年。

9、陈文娟，现任共青团江苏省委
组织部部长、机关党委副书记、一级调
研员。女，1977年12月生，汉族，山
东济南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
位，199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
年7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为省科
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人选，任省科学技
术协会党组成员。

10、高 颜，现任省委组织部综
合考核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男，
1973年2月生，汉族，江苏睢宁人，在
职大学学历，学士学位，1994年 7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6月参加工
作。拟任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11、顾明进，现任省委党校（江苏
行政学院）校务委员，研究生处处长、
一级调研员。女，1966年 7月生，汉
族，江苏阜宁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
士学位，199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84年9月参加工作。拟任省级
机关副厅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12、师庆国，现任省财政厅人事
教育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男，1974
年8月生，汉族，黑龙江讷河人，在职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94年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8月参加工
作。拟任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试用期一年。

13、熊 杰，现任省工商业联合
会党组成员、秘书长。男，1965年10
月生，汉族，湖南临澧人，在职研究生
学历，硕士学位，1987年10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3 年 10 月参加工作。
拟任省级机关副厅职干部。

14、金荣林，现任江苏高科技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男，1968年9月生，汉族，江苏兴化人，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
199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
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属文化企业
纪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15、孙士泽，现任省文化和旅游
厅人事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男，

1966年5月生，汉族，江苏句容人，大
学学历，硕士学位，1990年6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5年10月参加工作。拟
任南京博物院党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16、陈 军，现任扬州大学文学
院院长。男，1977年1月生，汉族，江
苏盐城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
位，1996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9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南京图书
馆馆长，试用期一年。

17、周旭东，现任昆山市委副书
记、市长，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男，1964年12月生，汉族，江
苏苏州人，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198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
年7月参加工作。拟晋升为苏州市一
级巡视员。

18、潘国强，现任张家港市委书
记。男，1974年10月生，汉族，江苏
宜兴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
位，199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7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张家港保
税区党工委书记。

19、陈 嵘，现任苏州市吴中区
委书记、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女，1966年7月生，汉族，江苏
苏州人，大学学历，学士学位，1994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
加工作。拟任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

20、韩 卫，现任张家港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男，1972年11月生，
汉族，江苏常熟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
历，学士学位，1994年1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5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
张家港保税区管委会主任。

21、焦亚飞，现任常熟市委副书
记、市长。男，1973年11月生，汉族，
江苏邳州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
士学位，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6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常熟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2、王国荣，现任苏州市吴江区
委副书记、代区长。男，1970年 3月
生，汉族，江苏常州人，在职研究生学
历，博士学位，1991年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3、李朝阳，现任苏州市吴中区
委副书记、代区长。男，1977年12月
生，汉族，吉林吉林人，在职研究生学
历，博士学位，1997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9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4、季 晶，现任苏州市相城区
委副书记、代区长。女，1977年 5月
生，汉族，江苏射阳人，大学学历，硕士
学位，199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8年 8月参加工作。拟任相城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5、陈丽艳，现任省妇女联合会
副主席、党组成员（挂职），昆山市委常
委、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江苏国际商
务中心）党工委书记。女，1978年 8
月生，汉族，江苏宜兴人，在职研究生
学历，硕士学位，1999年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2001年8月参加工作。拟
推荐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任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6、汤如军，现任常州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男，
1967年11月生，汉族，江苏常州人，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93年1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
作。拟明确为常州市副厅职干部，推
荐提名为盐城市副市长人选（挂职）。

27、王成明，现任扬中市委常委、
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男，
1969年11月生，汉族，江苏扬中人，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92年5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88 年 8 月参加工
作。拟推荐提名为丹阳市市长人选。

28、贾 晟，现任镇江市政府党
组成员、秘书长。男，1971 年 12 月
生，汉族，江苏镇江人，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4年 7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
为县（市、区）长人选。

29、叶冬华，现任兴化市委书记、
一级调研员。男，1974年12月生，汉
族，江苏泰兴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学士学位，199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7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30、孙宏建，现任泰州市高港区
委副书记、区长、一级调研员。男，
1971年12月生，汉族，江苏泰兴人，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
199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
8月参加工作。拟任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31、方 捷，现任兴化市委副书
记、市长、一级调研员。男，1975年7
月生，汉族，江苏扬州人，省委党校研
究生学历，学士学位，1997年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7年 8月参加工作。
拟任县（市、区）委书记。

32、羌 强，现任南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男，1964年9月
生，汉族，江苏南通人，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1985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81年8月参加工作。拟晋升为
南通市一级巡视员。

33、王少勇，现任南通市通州区
委副书记、代区长。男，1971年3月
生，汉族，江苏南通人，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199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10月参加工作。拟任南通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34、何益军，现任如皋市委副书
记、市长。男，1973年7月生，汉族，江
苏句容人，大学学历，硕士学位，1994
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8月参
加工作。拟任县（市、区）委书记。

35、王鸣昊，现任苏锡通科技产
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正处级）。男，
1982年9月生，汉族，浙江湖州人，研
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05年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2007年 7月参加工作。
拟推荐提名为县（市、区）长人选。

36、王旭东，现任盐城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一级调研
员。男，1965年8月生，汉族，江苏射
阳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84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
加工作。拟任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

37、王 娟，现任盐城市盐都区

委副书记、区长。女，1976年8月生，
汉族，江苏建湖人，大学学历，硕士学
位，1996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8年 8月参加工作。拟任县（市、
区）委书记。

38、章朝阳，现任江苏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纪委书记、党
委委员。男，1966年1月生，汉族，江
苏无锡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硕士
学位，1986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8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委管理
主要领导人员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

39、朱志勇，现任省国信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男，1963年7
月生，汉族，河南汝州人，大学学历，学
士学位，198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委管理
主要领导人员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

40、邵正刚，现任江苏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公
司总经理。男，1970年8月生，汉族，
江苏盐城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1996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1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省委管
理主要领导人员企业总经理。

41、于林惠，原南京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男，
1966年12月生，汉族，江苏如东人，
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1988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7月参
加工作。拟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42、余新明，现任江苏华东有色
投资控股公司副总裁，金东矿业公司
党总支书记、总经理。男，1969年11
月生，汉族，江苏南京人，省委党校研
究生学历，1997年1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0年7月参加工作。拟任江
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副局
长、党委常委，试用期一年。

公示时间为：2020年12月15日
至 1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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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江苏省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盐通高铁通
车在即，盐城大丰
站站房外立面幕
墙施工进入扫尾
阶段。图为工人
在进行站房外立
面幕墙施工。
周古凯 卢日伟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我省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虽
仅百余家，但数量居全国第二，产能
居全国前列，且在快速扩张中。该领
域安全标准缺失、安全隐患众多，一
年来通过制定“个性方案”细管，该行
业“不会管”“管不好”问题正逐步得
到解决。

近期，我省铝加工（深井铸造）企
业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核查验收工作
基本结束。通过省应急管理厅全覆
盖核查，设区市、县两级全覆盖执法，
全省126家深井铸造企业中97家进
行了自动化改造，16家停产整改，13
家关闭或取消铸造工艺，35家企业受
到行政处罚。

快速扩张，行业安全风险多

我国铝材产量约占到世界产量的
55%，生产铝材等有色金属铸造型材，
深井铸造技术工艺比较成熟，但安全
隐患较多，特别是熔炼、铸造两个工艺
环节均涉及高温熔融金属作业，易发
生铝液泄漏后遇水爆炸事故。

目前铝型材行业需求旺盛，拉动
了深井铸造厂家产能，苏南、苏中地区
深井铸造企业越来越多。省应急管理

厅统计，江苏现有深井铸造企业113
家，其中无锡（32家）、苏州（19家）数
量最多，两市产能占全省的51%。

快速扩张加上工艺复杂，往往易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特别是铝加工
行业资金投入和技术门槛不高，有的
企业主不愿多投入想赚“快钱”。去
年10月，位于江苏常熟的江苏凯隆
铝业有限公司熔炼车间发生事故，造
成4人死亡、2人受伤。2018年8月，
江阴市易泽铝业有限公司深井铸造
作业车间一浇铸井发生高温铝液泄
漏遇水爆炸事故，并引起厂房倒塌，
事故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

“以上事故充分暴露了部分企业
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生产工艺设备
落后、现场安全管理薄弱、违章作业现
象严重等突出问题。”省应急管理厅相
关处室负责人表示，为对这一生产安
全隐患有充分认识，他们专门请第三
方安全技术服务企业作了全面调研。

从调研情况看，省内有关企业产品
和工艺能力相差很大，其中有跨国公司
的规范化管理，也有普通民营企业的粗
放式管理。调研报告分析，我省深井铸
造企业“急需从安全风险的辨识和控

制、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设备设施的
安全性分析、员工的作业行为、安全管
理的规范等方面加强管理”。

对此，我省从去年10月起对这
一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为期近1年的
精细化整治。

明确地方标准，现场指导“怎么改”

行业快速扩张，目前国内却缺乏
专门针对深井铸造工艺生产的安全
标准。为此，我省将编制综合性规范
作为治本之策。省应急管理厅制定
出台地方标准《有色金属深井铸造工
艺安全技术规范》，并与省工信厅就
推进全省深井铸造行业技术升级、淘
汰落后、实现安全发展联合出台指导
意见。我省还编制了工艺安全技术
指南，为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政府监
管人员和第三方服务人员、设计单位
等提供精细可操作规范，防止标准和
指导意见制定后就“沉睡”。

以往部分领域规范“沉睡”，事故发
生后才被“唤醒”，一大原因是企业“不
会改”“改不好”。如根据专家意见，江
苏裕晟铝业有限公司在改造中需装设
众多检测和报警装置。企业首次改造
后，因有关设备安装位置不合理等导
致改造不成功，二次改造又出现参数
设置不合理造成报警装置不报警等问
题。在专家和执法人员一次次指导
下，企业第三次改造终于合格。

专家和有关部门一次次上门“手

把手”指导，“一企一策”改造升级在全
省推开，一些地方还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引入专家团队协助改造。省应急管
理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整治后，不达标
企业数量被大幅压减，本质安全和环
保水平得到提升。去年以来，我省铝
加工（深井铸造）企业被压减到113
家，44家因工艺改造不到位被关停或
取缔深井铸造工艺。

企业主要负责人培训“全覆盖”

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不能代替
企业应担负的主体责任。为此，我省
组织所有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脱产
集中专题培训、宣贯新标准，并组织
企业主要负责人赴靖江、泰兴两家企
业现场进行互动教学、改造案例讲解
等。执法检查中推行“企业主要负责
人+安全管理人员+岗位操作员工全
过程在场”和“执法+专家”工作模式，
现场一一对标检查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江阴还举行互学互查现场会，涉
及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的5个地
区综合执法局局长、分管安全副局长
和全市26家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
主要负责人到场互相学习“取经”。

精细指导不能代替严格执法。
今年以来，我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对
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进行拉网式
检查，共排查1971条一般隐患、47条
重大隐患，立案查处 35 起，罚款
106.92万元。 本报记者 陈月飞

完善标准，以细管促细分行业生产安全
我省铝加工（深井铸造）行业实现精细化整治全覆盖 ▶上接1版 每名党员的发展都经

历这样公开、公正、民主的环节，既确
保了党员的发展质量，又以实际行动
践行了党的先进性。”

入党程序越来越严格，源于南通
严把党员队伍“入口关”。为了让党
的肌体充实新生力量，全市出台了
《关于建立“三全”发展党员工作体系
的意见》，从源头、实体、程序“三位一
体”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我们在党
员发展工作中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制定了《南通市党员发展对象政治审
查负面清单》，通过各级党组织层层
把关、民主投票+全面公示，切实提
升发展党员质量。”南通市委组织部
组织一处负责人说。

陈建平是南通橙时代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的女创客，也是南通晶城科
创园妇联主席。园区党支部实施“红
色领头雁”计划，由党支部书记定向
联系陈建平这类有入党意愿的创业
人才，向他们传播党的理论知识。很
快，陈建平被吸纳到党组织中。组织
一处负责人表示：“我们在严格入党
要求的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优
质人才加入党组织。”

目前，南通建立起全域培源、全
面培养和全程记实“三全”发展党员
工作体系，抓好党员发展的源头活
水，从产业工人、青年农民、高知等群
体中发展了9239名党员，占发展党
员总数的58.6%，一支政治可靠、信
念坚定、素质优良的党员队伍正在不
断壮大。

把好“培养关”，
激活队伍建设一盘棋

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共产党员
的先进性来体现。锻造对党忠诚、能
打胜仗的干部队伍，还需要建立健全
党员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体系。

“这个平台很智能，我们可以随
时随地学习。”来到天生港镇街道龙
湖佳苑社区“初心学堂”，社区干部正
在给群众介绍公众号“江海先锋”。
时事热点、主题教育、先进典型、移动
书屋……创新的形式加上丰富的内
容，让该平台成为南通党员干部的

“掌上家园”。
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的基

础性、根本性、经常性任务。南通积
极推进“江海先锋”融媒体平台一体
化建设，增强了线上党员教育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目前全市已建立32个
党性教育基地、20个“带头示范、带
动群众”教育基地，打造既有口碑又
有热度的党员教育观摩式、体验式实
境课堂。

此外，针对党员管理工作，南通
创新探索党员分类管理办法，对18
万余名基层党员施行积分考核，创设
流动党员管理风筝、磁铁、云端工作

法；针对党员监督工作，南通建立了
“双预警”制度，设置黄色和红色两个
预警等级，结合平时表现和年度评议
情况，对不合格党员和软弱涣散党支
部进行预警提醒和整顿转化，经过黄
色预警的教育鞭策，94%以上党员实
现了转化提高……

南通先后出台了针对党员教
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的相关文
件，让全市党员都能够学起来、亮起
来、动起来，为南通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把好“功能关”，
打造作用发挥一面旗

南通充分发挥“优秀共产党员”
的榜样力量，用先进典型的示范模范
形象来扩大影响、引领群众，形成党
员作用发挥“头雁引领、群雁比翼、列
队前行”的“雁阵效应”。

为充分发挥党员作用，南通建立
起领域突出、载体丰富、成效明显的

“四域四亮”工作体系，把政治和社会
生活、本职岗位工作、急难险重任务、
参与社会治理和联系服务群众作为
党员发挥作用的四大重点领域，以亮
身份、亮承诺、亮业绩、亮品牌4种方
式创设载体，发现和培育各领域优秀
共产党员示范模范作用，让党员干部
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在紧要关头豁
得出去。

通州区人民医院的主管护师蒋
烨烨，就是这样一名受组织引领、被
组织感召而发光发热的“优秀共产党
员”。工作中，她是技术过硬的业务
能手；急难时，她更是一名有着11年
党龄的“老”党员。在新冠肺炎疫情
在武汉暴发、各方驰援之际，她掷地
有声说：“我去，我是党员！”

“我们还将党组织阵地前移到经
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线，发挥党组织和
党员在城市建设中的‘红色引擎’作
用。”通州区新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张民平表示，基层会定期
举行党建引领项目建设推进会，在项
目建设中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通州大力实施助力产业发展专项行
动，选派100名年轻党员干部担任党
建惠企专员，对挂钩重大产业项目实
行包办服务。在项目招引、行政审
批、公共服务等部门成立15个服务
行动党支部，全链条、全周期靠前服
务，激发产业升级“红色动能”。

得益于扎实的党员队伍建设，党
员干事创业越来越有精气神，社会正
能量不断传播。近年来，南通大地不
断涌现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全国道
德模范、中国好人、省道德模范、省劳
动模范等先进典型，“莫文隋”精神也
成为江海大地的一面旗帜。

本报记者 陈 明
本报通讯员 周锋杰

南通：“五大体系”
锻造硬核党员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