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寻‘源头精神’”系列报道①

责任编辑：孔祥宏 版 式：张晓康

要闻16星期三 2020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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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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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巧仙，现任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院语言学院院长。女，1973年8
月生，汉族，江苏苏州人，在职研究生
学历，博士学位，1996年7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92年7月参加工作。拟
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党委常委、
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2、王 伟，现任省教育厅社会科
学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处（宣传处）处
长、一级调研员。男，1969年10月生，
汉族，江苏淮安人，大学学历，硕士学
位，199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
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南京工业职业
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试用期一年。

3、苏小冬，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副书记。女，1964年11月
生，汉族，江苏宜兴人，在职大学学历，
199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
7月参加工作。拟任南京工业职业技
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4、霍雄飞，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男，1973年
8月生，汉族，陕西子洲人，在职研究

生学历，博士学位，1992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3年7月参加工作。
拟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5、朱建国，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男，1964年
7月生，汉族，江苏靖江人，大学学历，
硕士学位，198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89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南京
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试用期一年。

6、孙雁飞，现任南京邮电大学科
研院常务副院长兼科学技术处处
长。男，1976年9月生，汉族，山东济
南人，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1996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8月参
加工作。拟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7、崔新明，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男，1974年
5月生，汉族，山东淄博人，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95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8月参加工
作。拟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
委常委、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8、潘旭海，现任南京工业大学安

全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党委副书
记。男，1977年8月生，汉族，河南许
昌人，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1998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6月参
加工作。拟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9、王鲁沛，现任省教育厅办公室
（新闻宣传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
员。男，1970年1月生，汉族，山东成
武人，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93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
加工作。拟任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
试用期一年。

10、沈明荣，现任苏州大学学科
建设办公室主任兼未来校区管委会
副主任。男，1969年2月生，汉族，江
苏苏州人，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
7月参加工作。拟任苏州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11、姚建林，现任苏州大学材料与
化学化工学部主任。男，1970年7月
生，汉族，江苏苏州人，研究生学历，博
士学位，200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4年12月参加工作。拟任苏州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12、周如军，现任扬州大学党委
办公室（保密办公室）主任。男，
1971年1月生，汉族，江苏响水人，
大学学历，硕士学位，1990年5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 8月参加工
作。拟任扬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试用期一年。

13、于建江，现任盐城师范学院
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
长。男，1974年11月生，汉族，江苏
靖江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200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
8月参加工作。拟任盐城师范学院党
委副书记，试用期一年。

14、眭碧霞，现任常州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副院长。女，1964年 3月
生，汉族，江苏镇江人，大学学历，学
士学位，民盟盟员，1985年7月参加
工作。拟任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试用期一年。

公示时间为：2020 年 12 月 16 日
至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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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

江苏省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本报讯 12月15日，一年一度的
“百名海外博士江苏行”在南京启动。
102名怀揣梦想的海外博士克服疫情
影响来到江苏，寻求创新创业的合作
机会；150 多名身在海外的博士携带
项目，通过视频方式与江苏用人单位
沟通交流，参与人数创下历年新高。

今年 9 月，我省集中发布 2020-
2021年度江苏紧缺急需海外高层次
人才和项目需求信息，面向全球发出
3467 份“招贤令”。截至上月底，累
计进行意向性对接 470 多次。12 月
15 日的开幕式上，主办方从 199 个
意向性签约中遴选出 6 对代表现场
签约，并为部分受疫情影响不能到场
的海外博士举行线上签约仪式。12
月 16 日-18 日，海归博士们将奔赴
13个设区市，进行实地考察和对接。

“江苏是教育、科技、文化大省，
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势头强
劲。我希望有一天能把科研、学术做
到世界最前沿，江苏能够提供这样的
科研环境和平台。”美国哈佛大学医
学院博士蔡小敏说，“我的专业是肿
瘤内科学，未来新药研发对于临床资
源的需求会特别大，期待在江苏搭建
一个平台，可以把临床资源、临床问
题直接推进到江苏药物研发企业的
研发部门，并形成可持续发展。”

省人社厅厅长戴元湖说，“百名海
外博士江苏行”活动自2006年举办以
来，先后邀请25个国家和地区的1531
名海外博士来苏考察交流，带来总投资
超过20亿元。在当前全球人才流动格

局发生重大变化、海外人才“回流”趋势
逐步显现的形势下，举办“百名海外博
士江苏行”活动具有特殊意义。

省人社厅副厅长朱从明介绍，此
次现场参会的102名优秀海外博士大
部分毕业于全球知名高校，70%具有
海外著名高校、知名企业、研究机构任
职经历，其中46名博士携带的项目，
与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集群发展紧密相关，特别是生物医药、
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项
目占项目总数50%以上。江苏将千方
百计保护好在苏海外人才的利益，让
他们潜心发展、减少后顾之忧。

我省与建设银行、风投机构等合
作，为高层次海外人才提供免抵押、
免担保纯信用贷款以及投融资等服
务。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陈
宝权表示，建行针对高端留学人才特
设创业者港湾，为初创企业提供最高
3000 万元的小微贷款；专设住房租
赁和房贷绿色通道，对纳入省人社厅
名单内的高端留学人才，优先提供高
端租赁住房，并可提供低于市场均价
的优惠按揭贷款利率。

我省还通过成立人才创投联盟，
汇聚全国118家知名创投机构，建设
深交所人才企业上市培育基地，设立
人才创新创业路演中心，帮助解决人
才融资难题。

15 日的开幕式上，南京市江宁
区梧桐林创聚广场、无锡市高层人才
服务窗口等首批 18 家“江苏省留学
人员之家”授牌。 （黄红芳）

“百名海外博士江苏行”启动

本报讯 15 日，省民营经济统战
工作协调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南京召
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组长杨
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协调机制副
组长许仲梓出席会议。副省长、协调
机制副组长马秋林主持会议。

杨岳强调，今年以来，在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民营经
济克服疫情和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
影响，稳步复苏增长，总体呈现持续
向好的运行态势。当前，民营经济发
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和需
要协调解决的问题，要充分发挥协调
机制作用，巩固深化民营企业服务月
活动成果，齐心协力推动我省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杨岳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坚
持把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要坚
持问题导向，在金融纾困、发展环
境、保护市场主体、提供更多援企服
务 上 精 准 发 力 ，推 动 相 关 政 策 落
实。要加强分类指导，下力气扶持
重点骨干企业和一批有发展潜力的
创新型、成长型企业。要根据职能
建立省直机关部门挂钩联系重点企
业名录，常态化联系重点企业，推动
解决问题。要建立长效机制，打造
全国最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
民营企业家创新创业的决心和信
心，努力为“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贡献智慧和力量。

（林元沁）

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协调机制第二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省纪委监委15日通报，
今年 11 月，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 943 起，处理 1329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14人。

从问题类型看，查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 428 起、处理 626 人，
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515
起、处理 703 人。从人员级别看，处
理县处级干部 41 人、乡科级及以下
人员1288人。 （顾 敏）

11月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43起

本报讯 15 日，“以人民为中心
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专题研讨会暨
省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年会在扬州
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震宁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工作理论研
究会会长公丕祥主持会议并作小结。

陈震宁说，要深刻领会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的核心要义，始终把维
护、保障、发展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人大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彰显人
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特质，以优质立法
切实维护民众权益，以有效监督切实
增进民众福祉，以代表机关建设切实
强化人民主体地位，在地方人大各项
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加强新时代人大工作理论研
究，要更高站位统一思想行动，更加到
位展现人大作为，更富成效助推法治
江苏建设，更具水准做好理论研究工

作，不断加强系统性理论研究和实用
性工作研究，善于以新的理论成果指
导实践，并及时对基层实践与探索加
以理论阐释，引领推动全省各级人大
工作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公丕祥作小结时说，新的一年省
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要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重点工作任务，积极开展课题研
究，充分发挥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的
引领和推动作用。

省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吕振霖报告了今年研究会工作
情况和明年主要工作安排。会议公
布了 2019 年度课题评审结果的决
定，并补选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

（赵杨洋 韩 艳 陈月飞）

“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新时代
人大工作”专题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南京气温出
现“断崖式”下跌，至 12 月 14 日 20
时 13 分，南京电网冬季调度用电负
荷达 1060.39 万千瓦，创今年入冬以
来新高。

为保障供电安全平稳运行，仅
13 日、14 日两天，国网南京供电公
司便累计开展 39 条次输电线路特

巡，巡视变电站 110 站次、配电线路
123 条次。供电部门一方面关注天
气预报和天气变化，加强电网负荷
预测；另一方面加强对重要区域、重
载设备的运行监视，密切关注电网
潮流，及时调整运行方式，应对局部
电网设备重载问题。提前安排值班
力量，确保电网安全运行。

(付 奇)

南京冬季用电负荷突破千万大关

一树金黄，一地静美。近日，江
都水利枢纽的银杏大道，迎来了一
年中最绚烂的时节。

老江都人亲切地把这座特大型
水利工程简称为“引江”——引长
江、连淮河、穿湖泊⋯⋯从这里开
始，13 级泵站调水让浩浩长江水攀
越十几层楼的高度，送达山东半
岛。2013 年底，从这里北上的长江
水有了一个“新身份”——南水北调
东线水。

银杏大道不远处刻有“源头”字
样的石碑提醒着往来的人们：这里，
正是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起点。

“南水北调，我很关心。这是国
之大事、世纪工程、民心工程⋯⋯”
2020 年 11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江都水利枢纽时的重要讲话言
犹在耳。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梦想成
真，时间见证了江都水利枢纽走过
的不平凡历程。7 年酝酿，17 年建
设，57 年运行⋯⋯这颗“江淮明珠”
不仅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电力排灌工
程，也是全国第一、亚洲最大的泵站
枢纽。一次次破冰试水，一项项思
想上、实践上的探索与创新，向世界
展示了江都水利枢纽建设管理者敢
闯敢试、筑梦前行的争先精神。

一江清水向北流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
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1952 年，
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提出了南水北调
的伟大设想。如今，这一世界规模
最大的调水工程，已在中国版图上
勾画出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网
格局。

“南水北调工程源自江苏，始于
缺水问题。”省水利厅副厅长、曾任省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的张劲松解释道，“苏北地区
从整体上讲，除洪水威胁外，还是个
缺水地区，特别是沿海垦区和徐淮地
区，缺水严重。”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
师潘贤德回忆：“兴建江都水利枢纽，
从 1954 年开始酝酿，其思路最初就
是从‘扎根长江、引江济淮’开始的。
要把长江水抽引上来，运送到徐淮地

区，就必须建抽水站。”
将长江水调到黄河，有 30 多米

的高差。当调到微山湖地区时，就
有 28 米左右的落差，相当于 9 层楼
的高度，其难度可想而知。那时，新
中国正遭遇经济最困难时期，要不
要建设这个大型抽水站？能不能让
长江之水往高处流？会不会产生海
水倒灌等负面效应？经过一系列的
疑问、争论，经过无数水利专家多年
的论证，“1960 年，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建站。江都抽水站第一站，
1961 年底开始建设。”尽管时光已
过去近一个甲子，江都抽水站建站
时的情形，曾任江都水利工程管理
处总工、94 岁的张尧培仍历历在
目。1963 年江都第一抽水站试车
那天，现场指挥一声令下，奔腾的水
柱伴着隆隆巨响随高压空气喷泻而
出，越过出水管驼峰（注：水到达最
高扬程，再下来形成类似曲线一样
的弧度，其顶点处就是驼峰），汇入
上游高水河⋯⋯张尧培至今还记得
现场群众爆发出的掌声与欢呼声。

“ 很 多 创 造 和 尝 试 都 是 第 一
次！”88 岁高龄的潘贤德非常感慨，

“上世纪 60 年代初建设这样一个大
型抽水站，国内没有现成图纸，从国
外也没法搞到资料，生产厂家没有
制造过大型机泵设备。”

江都抽水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
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自行
安装的大型抽水站。1982 年，江都
水利枢纽被国家质量鉴定委员会评
为全国第一个水利建设优质工程。

南水浩荡润天下

江都水利枢纽是一个匠心独具
的庞大水利体系，它以江都抽水站为
核心，由 4 座大型泵站（现定名为江
都一站、江都二站、江都三站、江都四
站）、12 座大中型水闸及套闸、输配
电工程、引河工程等配套工程组成，
工程至 1977 年全部完工，实现了江
水北调、自流引江、抽排涝水、排泄洪
水等多个功能效益最大化。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是在江苏
省江水北调工程基础上的扩建工

程。可以说，南水北调堪称江水北
调的‘放大样本’。”江都水利工程管
理处党委书记、主任夏方坤表示。

如今，江都水利枢纽也是国家
水情教育基地。讲解员颜蔚对参观
的中学生们介绍南水北调工程的前
世今生：2002 年 12 月 27 日，南水北
调工程开工。2013 年 8 月 15 日，南
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通过全线通水
验收，工程具备通水条件。从扬州
市境内的长江引水，利用京杭大运
河及与其平行的河道输水，以洪泽
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为调蓄
水库，经泵站逐级提水进入东平湖
分水两路，一路向北穿黄河后自流
到天津，另一路向胶东地区供水。
全线设有 13 个梯级抽水站，其中江
苏境内9级，山东境内4级。

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水文站站
长孙正兰1991年6月大学毕业后被
分配到这里。当时，里下河地区发
生洪水，在老家的她心急如焚。让
她没想到的是，洪水很快退去，使得
她在 7 月如期报到，从此她对岗位
萌生了由衷的自豪：“这些年来咱们
江苏风调雨顺，有江都水利枢纽这
座‘定江神针’天大的功劳！”

50 多年来，江都水利枢纽不辱
使命，自1963年至今年9月底，共抽
引 江 水 1525 亿 立 方 米（下 称“ 亿
方”），相当于 51 个洪泽湖的蓄水
量。抽排涝水400亿方、泄洪20071
亿 方、自 流 引 江 1328 亿 方、发 电
9500万千瓦时。浩浩长江水奔腾北
上，滋润着数十座大中城市，修复了
北方的自然生态，惠泽约1.2亿群众。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通水 7
年来，江苏已累计向山东调水超 47
亿方，相当于给齐鲁大地送去5个骆
马湖的水量，水质也持续稳定保持在
地表水水质Ⅲ类以上，可以说保质保
量、按时按段地完成供水目标。

引水敢为天下先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近60年来，
在江都水利枢纽这座不起眼的“小
岛”上，累计走出 1 位全国先进生产
者、1位全国先进工作者、1位全国人

大代表、2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5 位全国水利技能大奖获奖者、
11位全国水利技术能手，130余人获
得省级先进个人。“国家优质工程金
奖”、“百年百项杰出土木工程”、中国
大禹水利科技一等奖 1 项⋯⋯单位
获得的省级以上荣誉更是不计其数。

上世纪 60 年代，在高中毕业生
都很稀缺的情况下，来江都水利工
程管理处工作的不少都是大中专
生、甚至是名校大学生，技术人才占
总人数的八成以上。上世纪 70 年
代末 80 年代初，汤明根等率先研发
出自浮式移动气压沉柜，运用气压
排水、浮体稳定等原理，解决水闸水
下平面的修补问题，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三等奖”；上世纪 90 年代，孙汉
明等对二站进行自动化监控系统改
造，使泵站较早实现“集中控制、少
人值守”；进入新世纪，汤正军、周灿
华等率先研发新型启闭机，并对泵
站进行信息化改造；魏强林、张宇、
李扬等将智能技术应用到实践中，
创新成果“泵站智慧巡检系统”获
2019 年全国水利职工创新成果评
选一等奖⋯⋯争先创优的基因、争
当标杆的意识，深深融入江都水利
枢纽几代人的血脉里。

“我们工程最大的特点是泵站，
泵站的设计水平、施工水平和管理
运行的水平在全行业处于领先地
位。”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副主任周
灿华满是自信，“江都水利枢纽一直
在做技术和管理输出，至今全国有
不少泵站仍然交给我们代管。”

“江苏不仅是作为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地理位置上的‘源头’，也是
这一宏伟工程规划概念上的源头，
更是南水北调工程实践意义上的源
头。”张劲松说。

江水汤汤，岁月流转。无数的
“首次”“第一”早已凝铸成江都水利
枢纽的成长标签，历经半个多世纪，
见证着现代版“大禹”甘守源头的责
任与担当。
本报采访组 任松筠 田 梅 包闻军

王高峰 朱 威 纪树霞
本篇执笔 朱 威

总书记考察的这座大型水利枢纽，有众多不为人知的“第一”

南 水 北 调 ，从 这 里 发 源
编者按 11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都水利枢纽，对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江都水利枢纽是南水

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电力排灌工程、亚洲最大的泵站枢纽。一代代江都水利枢纽人以争先、
创新、坚守的精神底色，诠释了新时代“源头精神”的深刻内涵。经过多方采访，新华日报、交汇点新闻客户端同步推出

“探寻‘源头精神’”全媒体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示现代版“大禹”甘守源头的责任与担当。

江都水利枢纽鸟瞰图江都水利枢纽鸟瞰图。。张张 斌摄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