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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党组织的恢复及其活动
中共皖东北特支和盱眙特别支部

一尧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在管镇
皖东北地区位于大运河以西尧淮河以北尧津

浦铁路以东尧陇海铁路以南的苏皖边区袁以青阳
镇渊今属泗洪县冤一带为其中心区遥 这块抗日根
据地的创建是八路军尧新四军共同完成的遥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 4月袁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在六

安建立袁由彭康任书记袁李世农任组织部长袁张
劲夫任宣传部长袁谭光廷任军事部长袁统一领导
长江以北安徽地区党的组织遥 8月袁中共中央长
江局决定成立中共皖东工作委员会袁 任命刘顺
元为书记遥

彭康 李世农 张劲夫
彭康渊1901-1968冤袁江西萍乡人袁1928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遥从全面抗日战争时期起袁历任中共安
徽省委工委书记袁 淮南津浦路西省委书记兼联防
司令部政委袁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长袁华中党校
副校长袁 华东局宣传部长兼秘书长遥 新中国成立
后袁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职遥

李世农渊1911-2006冤袁河北巨鹿人袁1930
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袁 历任中共皖中工委书
记袁中共皖东省委委员尧组织部部长袁中共苏
皖边区委员会副书记袁 中共蚌埠市委书记尧
军管会副主任兼警备司令部政委等职遥 新中
国成立后袁 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部
长尧省委副书记尧省委书记等职遥

张劲夫渊1914-2015冤袁安徽肥东人袁193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遥从全面抗日战争时期起袁历任
中共皖东省委书记袁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
副主任袁中共淮南津浦路东省委书记袁新四军第
5支队政治部主任袁 第 2师政治部副主任袁2师
4旅政委袁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遥新中国
成立后袁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遥

盛子瑾袁又名盛瑜袁安徽和县人袁黄埔军
校六期毕业袁精干有胆识遥 九一八事变后袁曾
在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袁 七七事变前在上海
开过工厂遥 1938 年袁盛子瑾在武汉与国民党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表妹杨文蔚 渊医生冤结
婚袁成为军统人员遥 回到安徽后袁被任命为六
安县县长遥 因其率部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
六安县城而名声大振遥

1938年 11月袁 盛子瑾调至皖东北任安徽
省第六行政督查区专员公署专员兼泗县县长及
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司令遥

安徽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旧址渊管镇镇大唐寺冤
盛子瑾为了在皖东北能迅速站稳脚跟袁并

有所作为袁 于是要求安徽省战时民众动员委员
会派人协助他去敌后打开局面遥 中共安徽省工
委宣传部长张劲夫决定以动委会名义选派江上
青等跟随盛子瑾到皖东北地区袁并将江上青尧赵
敏尧周村尧谢景鸿尧吕振球尧李艺尧王毓贞等 7名
秘密党员组成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袁 任命江上
青为书记袁赵敏为组织委员袁周村为宣传委员袁
到皖东北开展党的建立统一战线尧 开辟皖东北
根据地遥

皖东北特支在管镇旧址

江上青
江上青渊1911-1939冤袁原名江世侯袁江苏扬

州人袁1927年参加共青团袁1929年转入中国共
产党遥 1938年 11月袁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
专员公署秘书尧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身份袁在
皖东北管镇组建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袁任书记遥
1939年 3月袁任皖东北抗日军政学校副校长和
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袁同年 8月 29日在泗县小
湾被反动地主武装杀害袁年仅 28岁遥

江上青等到了盛子瑾部后袁 盛子瑾为了争

取民心袁 表现抗日进步袁 对省动委会推荐来
的江上青等人都委以要职遥 他任命江上青为
专员秘书兼民运科长袁 不久任专员公署秘书
兼五游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遥 盛子瑾到皖东北
后袁先驻泗县双沟袁后驻管镇遥 国共合作在皖
东北地区形成遥
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在党的领导下袁 立足

管镇地区袁 采取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
方式袁 为创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了大量
基础性的工作遥

1尧动员民众抗战遥 1938年冬袁皖东北特别
支部一到管镇尧双沟等地袁就组织安徽省战时民
众动员委员会第八工作团渊简称野皖动八团冶冤以
及从武汉来的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第三厅抗日演剧第六队渊简称野抗演六队冶冤深入
农村袁写标语尧教唱抗日歌曲和排演话剧袁积极
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袁并发动群众袁成立青年尧妇
女等抗日救国团体袁参加抗战活动遥

抗日宣传口号胸章

2尧大量培养干部遥 在盛子瑾的同意下袁皖
东北特别支部在管镇黄庄创办了皖东北抗日军
政干校袁江上青任副校长袁负责全面工作遥 干校
招收各地失学和流亡青年袁 进行政治尧 军事训
练袁先后培养了 600多名青年骨干遥 此外袁他还
开办了第五临时中学和一些青年训练班袁 吸收
具有爱国热情尧自愿参加抗战的知识青年学习遥
江上青经常给这些训练班学员上课袁 后来这些
学员绝大部分都成为皖东北地区党政军民学各
方面的骨干力量遥

位于管镇的皖东北军政干校校舍

3尧创办叶皖东北日报曳袁积极宣传党的抗日
主张遥皖东北特别支部为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袁以
野五游冶政治部的名义袁创办了叶皖东北日报曳袁宣
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袁 及时报道八路
军尧新四军英勇抗击日寇新闻袁还印发了毛主席
叶论持久战曳尧叶论新阶段曳等重要著作袁极大地鼓
舞和提高了皖东北军民抗日救国的士气遥叶皖东
北日报曳后来改版为叶人民报曳袁成为共产党在苏
北地区公开出版的报纸遥

叶皖东北日报曳刊载的抗日宣传画 叶皖东北日报曳

4尧 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领导下积极开展
工作遥由于长江局迁往重庆袁中共安徽省工委改
为鄂豫皖区党委袁隶属关系发生变化袁皖东北特
别支部于 1939年初派朱伯庸到山东分局汇报
工作遥 1939年 2月袁山东分局调原淄博特委组
织部长杨纯 渊化名陈光薇冤 和妇女部长江彤南
下袁组建皖东北特委遥 3月袁皖东北特委成立袁杨
纯任书记袁皖东北特支随之撤销遥

杨纯
杨纯原名万国瑞袁1917年生于四川遥 1936

年参加革命袁1937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全
面抗日战争期间袁 先后任八路军山东抗日第四
游击支队队长尧山东淄博特委组织部部长尧皖东
北特委书记尧 苏北盐阜地委书记遥 新中国成立
后袁华东纺织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尧副局长袁周恩
来总理办公室秘书袁 卫生部副部长等职遥 2005
年 1月 19日袁杨纯在北京逝世遥

刘瑞龙和夫人江彤

5尧秘密发展党员袁壮大党的力量遥 皖东北
特支特别注重在工作团尧宣传队尧干校尧干训班
等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中发展党员遥 根据杨纯

的建议袁征得盛子瑾同意袁委派赵敏尧吕振球尧石
青等中共党员担任了几个主要区的区长袁 还委
派了一些党员担任当地乡长尧镇长遥

皖东北创办的叶写作与阅读曳
6尧建立和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遥 江

上青利用盛子瑾想发展自己势力的企图袁 先后
帮助宿县中共党员赵汇川率领的部队取得 野六
抗冶第三支队的番号袁帮助灵璧县中共党员徐崇
富率领的部队成为野六抗冶特务支队遥同时袁还在
县尧区尧乡建立抗日武装袁这些武装大部分由中
共党员掌握遥 后来袁赵尧徐等部队编入了张爱萍
同志率领的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袁 壮大了新四
军主力遥

赵汇川
赵汇川渊1913-1996冤安徽省宿县人遥 全面

抗日战争时期袁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十一团团长袁
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遥解放战争时期袁任
淮北挺进支队副司令员袁江淮军区参谋长袁第三
野战军九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遥新中国成立后袁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学校校长袁 海军航
空部参谋长袁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
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遥

7尧促成八路军尧新四军到皖东北地区同盛
子瑾部合作抗日的局面遥 江上青针对盛子瑾急
于寻求援军的心理袁于 1939年春建议盛子瑾派
吕振球到豫皖苏袁 同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司
令员联系袁表示愿意与新四军配合抗日遥 7月袁
张爱萍协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东进皖东北袁开
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袁 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工作遥

张爱萍 刘玉柱
张爱萍渊1910-2003冤袁四川达县人袁1926年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袁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袁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袁参加长征遥 从全面抗
日战争时期起袁先后任豫皖苏省委书记袁新四军
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袁四师师长兼淮
北军区司令员袁华中军区副司令员遥 新中国成立
后袁被授予上将军衔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遥

刘玉柱 渊1913-1998冤袁1938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袁历任皖东北办事处副主任袁皖东北专员公
署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袁淮北行署副主任袁阜阳
市委书记尧市长袁开封市副市长等职遥 新中国成
立后袁 历任开封市市长袁 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
记袁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尧副部长等职遥

8月袁 成立八路军尧 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
处袁张爱萍尧刘玉柱分别任正尧副主任袁在皖东北
地区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遥

八路军尧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遥 图为张爱萍渊左一冤
与刘瑞龙渊左二冤袁刘玉柱渊左三冤袁金明渊左四冤的合影遥

中共皖东北特支及特委在管镇期间袁由
于积极开展上述各项工作袁 使管镇至双沟
这一地区一时成为皖东北抗日救亡的中
心遥 正是中共皖东北特支及特委的积极工
作袁促成盛子瑾与共产党成功合作袁引起了
桂系军阀和反动地主武装的憎恨袁 他们于
1939 年 8 月 29 日发动了野小湾事件冶袁江上
青不幸牺牲遥

江上青牺牲处 江上青烈士墓
二尧盱眙特别支部
1939年春袁中共皖东北特委书记杨纯渊化

名陈光微冤派遣敦继昌渊邓一凡冤到盱眙与陈一
萍渊洪沛冤尧李乾一渊王亦纯冤组建党组织遥同年 5
月袁 在管镇正式成立了中共盱眙县特别支部委
员会渊简称为野特支冶袁9月更名为野直支冶冤袁书记

敦继昌袁组织委员陈一萍袁宣传委员李乾一遥 他
们受特委指示袁 在盱眙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并进
行抗日宣传活动遥

敦继昌 陈一萍 李乾一
敦继昌渊1917-2009冤袁盱眙人袁1931年秋季

参加共青团袁1938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任
皖东北抗日军政学校政治大队指导员兼政治教
员遥 1939年 4月在管镇成立中共盱眙特别支
部袁任书记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任上海市公安局科
长等职遥
陈一萍渊1915-1991冤袁又名洪沛袁盱眙人袁

1937 年参加革命袁1939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遥 历任盱眙特支组织委员袁 泗县第三区区
委书记袁泗南县委书记袁泗灵睢工委书记袁江
淮三地委组织部长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 任安徽
省政协副主席等职遥
李乾一 渊1914-2012冤袁 盱眙人袁1938年入

党遥曾任盱眙特支支委袁叶皖东北日报曳编辑袁叶淮
北人民日报曳编辑袁淮北泗阳县委宣传部长袁泗
南工委书记袁安東渊丹东冤省委调研室组员遥新中
国成立后袁任辽阳市委书记尧大连工学院党委副
书记等职遥

盱眙特支成立旧址-管镇
1939年冬袁 在中共盱眙特支的积极策动

下袁为进一步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袁抗日宣传队
冒寒风大雪分东西两路深入到农村进行抗日宣
传活动袁西路由陈一萍带队袁深入到河梢桥尧津
里尧旧县尧涧溪尧潘村尧紫阳等地曰东路由陈希愚
带队袁深入到西高庙尧王店集尧旧铺尧大通尧半塔
等地遥 他们每到一处袁即召开群众大会袁张贴标
语袁展出漫画袁演出抗日活报剧等袁控诉日军在
盱城犯下的罪行袁号召民众起来团结抗日遥

抗战标语 皖东北抗日宣传画
1939年底袁 新四军第 5支队第 10团派员

到盱城与特支联系袁引起国民党政府的警觉袁奏
庆霖等开始对野特支冶人员怀疑并派人暗中监视
他们的一切活动遥第二年初袁敦继昌等人先发制
人袁列举了秦庆霖在盱眙期间的十条罪状袁递交
国民党驻五河县专员遥

由于盱眙特支及其领导人的身份暴露袁无
法继续在盱眙活动下去遥 1940年 2月袁经上级
特委同意袁特支的主要成员主动撤至淮北遥盱眙
特支在盱眙境内的活动仅 9个月时间遥
三尧日军第二次侵犯盱城
1939年 10月 2日袁 日军抽调华北方面军

驻蚌埠第六旅团一个中队和伪军任援道所属第
三军第三师一部约 1600余人大举进犯盱眙袁以
水陆空三路并进袁汽艇 43艘尧飞机 3架尧大炮
10余门袁并施放毒气弹助威遥 国民政府盱眙县
县长秦庆霖当即率领所部进行顽强抵抗袁 激战
终日袁击落日军轰炸机(二三式)1架袁坠毁于城
南五里许清水坝袁驾驶员 4名袁全部毙命遥

日军向盱城推进 第二次侵犯盱城的日军
该机残骸被抢出大部袁1挺机枪被毁遥据查

该飞机系昭和 14年 4月 9日萱场制作所制造遥
同时袁击伤敌艇 3艘,击沉 2艘,击毙百余人袁秦
部伤亡甚重遥 因弹药告罄,大部兵力撤出阵地遥
另一部兵力与日伪军巷战直至半夜, 秦部方全
部退出遥 3日拂晓袁秦庆霖复派奋勇队反攻县城
南门宝积山一带袁但遭日军猛烈炮火抵抗袁被迫
撤退遥

日军在城内抢掠 日军抢夺百姓大葱
日伪军在盱城老船塘上岸后袁 挨门逐户搜

查,见物就抢袁见货就拿袁盱城许多商店和居民
住户被洗劫一空遥 所抢财物袁大至牛马猪羊袁衣
物家具,小至鸡鸭家禽,就连坛坛罐罐尧桌椅板凳
也被他们抢劫一空遥抢劫的财物袁所带财物船只
装不下袁又在淮河中拦劫民船袁所有船只都装得
满满的遥 日伪军在抢运财物同时袁 为了装运货
物,还到处抓人袁乱杀无辜同胞遥 在家养病的理

发工人李长友尧 居民罗华斋的儿子尧 吕大头等
10人被抓遥 由于他们不愿为日伪军搬运财物袁
在张家瓦房里袁 被日军用硝镪水活活灌死遥 10
月 4日晚袁宣化街有 4个居民夜间回家拿衣物,
被日军发现后戳死遥10月 6日拂晓,秦庆霖率部
分 3路反攻袁一路由五里墩袭击东门袁一路由清
水坝袭击南门袁一路袭击山口门袁城内的便衣队
亦同时接应遥 日伪军见势不妙袁狼狈撤离盱城遥
至上午 9时袁盱城全部克复遥

四尧建立管镇区
皖东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严重影响了桂系

在皖东北的统治袁桂系军阀掀起了野反盛冶尧野驱
盛冶 的活动袁 并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联
系, 派遣马馨亭取代盛子瑾第五战区第五游区
司令的职务袁 接管苏鲁战区第十四游击队的武
装力量遥 同时袁派李本一视察皖东北袁相机赶盛
下台袁取而代之遥并委任野六抗冶第一支队长黎纯
一为泗县县长遥 一直受到共产党支持的盛子瑾
被国民党顽固派扣给他的 野勾结奸匪袁 打击国
军袁罪恶极大冶的罪名吓慌了手脚袁不顾共产党
希望他继续留在皖东北联合抗日的诚意袁于
1940年 2月 28日夜率其嫡系第四尧 第五等支
队,裹挟共产党干部赵敏尧石青尧刘沛霖袁经管镇
偷渡淮河袁企图经淮南投奔李明扬遥张爱萍得悉
后袁一面电请罗炳辉在半塔截住盛子瑾袁一面令
赵汇川追至管镇袁 将泗县县长朱天修等人全部
俘获遥

黎纯一
黎纯一,1917年春考入北京大学袁 抗战时

期袁黎纯一任泗县县长尧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遥
1938年 5月袁在泗县抵抗日军袁成为抗日英雄遥
1943年夏袁 黎纯一在一次对日作战中身负重
伤袁医治无效逝世袁年仅 46岁遥

李本一
李本一渊1902-1951冤袁广西容县人袁原名李

善宽遥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袁先后担任安徽省第 5
行政区督察专员尧 皖东游击司令尧 第 5战区第
10游击纵队司令尧第 176师师长等职遥1951年袁
镇反运动中在安徽被处决遥

王公记大院旧址-刘少奇尧张爱萍尧饶子健尧赵
汇川尧石青尧刘玉柱等曾居住于此渊原管镇小学冤

盛子瑾出走后袁 皖东北即为共产党完全控
制遥 1940年 3月 18日袁皖东北在青阳镇召开第
一届各界代表大会袁组织皖东北推进委员会袁决
定成立皖东北专员公署袁由此袁共产党在皖东北
地区进入了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新阶段遥 3月
初袁 皖东北第一个县级抗日政权要要要泗县抗日
民主政府宣告成立遥随之袁泗县各区区划进行了
调整遥同月袁原属五区渊半城区冤的管镇尧太平尧和
龙等乡和原属三区的鲍集等乡从原区划出袁成
立了管镇区渊七区冤遥 江山任管镇区第一任区委
书记兼区长遥

江山殉难处渊现处管镇街道冤

由于管镇区与盱眙县城仅一河之隔袁 管镇
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袁 引起了盱眙国民党顽
固派秦庆霖及地方反动势力的极大仇恨袁 他们
不断偷袭管镇区遥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袁 魏藏
延尧江山尧刘朗等三任区长相继遭到了秦庆霖及
管镇当地反动势力的杀害遥

刘朗殉难处渊现属盱眙管镇项庄北侧冤

都 梁 史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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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党史工委供稿

抗 疫 战 场 上 的“ 粮 保 姆 ”
要要要记官滩镇农技站站长王维武

融媒体记者 高玉飞 通讯员 朱政

本报讯 疫情防控期间袁国
网盱眙供电公司成立了 24 小
时用电保障团队袁在保障医疗尧
民生用电的同时袁 以实际行动
助推企业复工复产袁 加强疫情
防控后方支援袁 维护社会经济
发展平稳运行遥

疫情联防联控期间袁 国网盱
眙供电公司周密部署袁 党员先锋
带头袁 平均每天有 126人分两个
班次不交叉工作袁 重点岗位实行
24小时全封闭待班制度袁应急班
组抢修类 19个袁非抢修类 18个袁
有力保障了医疗尧 民生用电袁同
时袁加大对涉及民生稳定的粮油尧
畜禽等加工企业的支持袁 为企业
复产复工提供野特快电力冶服务遥

淮安中宸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生产及研发中高端氨纶
纱的基地袁产品为针织品尧医疗器
材的辅助材料袁2月 17日袁 企业
通过复工验收袁 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袁 供电公司不仅在第一时间
为企业恢复了电力供应袁 还帮企
业节省了 3万多元基本电费袁让
企业得到了实惠尧感受到了温暖遥
通过优化调整基本电费结算

规则尧 取消暂停用电时间下限规
定等助力措施袁 县供电公司出实
招为企业减负袁 为疫情防控后方
支援提供了有力支撑遥截至目前袁
县供电公司已为全县企业节省基
本电费 100余万元遥

县供电公司负责人表示袁国
网盱眙供电公司在继续为复工企
业提供野特快电力冶服务的同时袁
将进一步细化江苏电力 12 项应
对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举措袁
切实履行好野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冶三
大责任袁 确保电网安全平稳运行
和电力可靠供应袁 为打赢疫情防
控攻坚战和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坚
强电力保障遥

融媒体记者 狄晨明 王倩

中 共 盱 眙 县 委 主办
编 发盱 眙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高度 热度 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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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供电公司助力企业复产复工出实招

连日来袁我县各地农
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袁 积极开展春耕备种袁
农业生产稳步推进遥 图为
天泉湖镇无花果种植户
张家山正在开挖苗洞遥
融媒体记者 许昌银摄

本报讯 2月 20日上午袁市委书记
蔡丽新来我县调研企业尧 项目复工复产
及宁淮特别合作区建设情况遥市委常委尧
秘书长李森袁 市委常委尧 县委书记梁三
元袁县长朱海波袁县委副书记王冉袁县委
常委尧常务副县长林波袁副县长陈秉鑫等
领导陪同遥

蔡丽新一行先后来到天生服装尧伟
复能源尧清陶能源尧力伴循环经济产业园
项目等地袁 实地查看企业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尧员工返岗尧产能恢复等情况袁询问
生产材料供应尧物流配送是否存在困难袁
并对企业规模尧研发尧产销等相关情况作
了详细了解遥
在天生服装袁 蔡丽新深入企业生产

车间袁 对企业的智能化建设给予了高度
评价遥她希望企业借此契机袁积极落实主
体责任袁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袁努力做
大做强袁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务工遥在力伴

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现场袁 当得知企业
严格落实分流分餐尧 消毒通风等一系列
防控措施时袁蔡丽新表示肯定袁她叮嘱企
业既要做好疫情防控袁 也要做好复工复
产袁在人员排查尧消毒消杀尧日常管理等
方面不能松懈袁确保不出问题袁为稳产多
产打牢基础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袁 蔡丽新从

疫情防控严密有效尧复产复工平稳有序尧
合作区建设积极有为等方面对我县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遥蔡丽新要求袁要做到疫情
防控尧复产复工两过硬遥 当前袁疫情已得
到有效控制袁形势发生了积极变化袁但防
控工作依然麻痹不得袁企业尧项目复工复
产也耽搁不得遥大家既要保持定力尧又要
顶住压力袁 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
求袁以严而又严尧实而又实的防控保障举
措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尧项目复工
复产工作袁 切实做到两手抓尧 两手都要

硬袁努力交出合格的答卷遥要做到依靠外
力尧发挥主动相结合遥宁淮特别合作区建
设要切实强化大局意识尧责任担当袁既要
借助南京老大哥的力量袁 又要发挥自己
的主观能动性袁按照野一年打基础尧两年
有进度尧三年出成效冶的总体目标袁迅速
行动尧精心谋划袁扎实推进宁淮特别合作
区建设遥要做到决战抗野疫冶尧决胜小康齐
发力遥在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同时袁
聚焦全市野147冶工作布局袁既要追求经济
发展高线袁也要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袁统筹
抓好改革发展各项工作袁 确保如期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 为全市大局多做
贡献遥

梁三元介绍了我县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情况遥他表示袁随着疫情形势出
现的积极变化袁 盱眙将采取针对性策略
和措施袁坚决守住外防输入防线袁按照全
市统一部署安排袁 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袁全面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袁强化农
资供应尧 生产指导尧 监管服务等保障措
施袁确保农业生产稳定袁周密组织学校开
学复课等相关工作遥同时袁盱眙将坚持统
筹兼顾袁谋划全年各项工作袁在全力以赴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袁 积极谋划推
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遥 就推进宁淮
特别合作区建设袁梁三元指出袁盱眙将进
一步增强主动性袁 责无旁贷做好服务和
保障工作袁 借助合作区这个南京都市圈
黄金北翼的重量级平台袁 充分对接南京
的优质资源要素袁 推动与省会南京的互
联互通袁承接江北新区产业配套袁争创南
北共建园区高质量发展创新试点袁 全力
打造全县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遥

会上袁市政府党组成员尧副秘书长尧
江北新区党工委委员尧 宁淮特别合作区
负责人裴清海汇报了宁淮特别合作区建
设情况遥 融媒体记者 刘栋梅 狄晨明

市委书记蔡丽新来盱调研企业、项目复工复产及宁淮特别合作区建设情况

县领导会办穆店镇郭庄新村农房改善项目建设

本报讯 2月 20日上午袁穆店镇郭
庄新村农房改善项目建设会办会召开袁
县长朱海波尧县委副书记高为淼尧副县长
董清出席会议遥

在实地查看了穆店镇郭庄新村农房
改善项目现场后袁朱海波指出袁开展农房
改善工作袁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抓手遥各镇街尧部门要深入了解群众农房

改善实际需求袁鼓励进城尧引导入镇尧尊
重留村遥安置政策不能仅限于农房改善尧
宅基地有偿退出袁要进行政策叠加袁让农
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惠遥 农房改善
房屋类型要有多样性袁 能够满足不同群
众的住房需求遥在做好农房改善的同时袁
穆店镇要积极引导郭庄组依托食品产业
园的产业优势袁扩大大棚蔬菜种植规模袁

打造品牌袁 让村集体和村民能够获得更
长远的收益遥

据了解袁 穆店镇郭庄新村农房改善
项目涉及该镇维桥社区郭庄组 48户共
176人袁建设用地面积约 144亩袁该组将
采取回迁安置方式袁 项目由天源水务统
一规划袁预留 51个统一两户型一宅一院
用于安置遥 融媒体记者 樊响

本报讯 2 月 19 日下午袁全县
各行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推进会
召开遥 县长朱海波袁县委常委尧常务
副县长林波袁副县长雍梅尧董清尧周
海洋尧陈秉鑫出席会议遥

就做好全县各行业企业复工
复产工作袁朱海波要求袁要实行防
控任务清单化袁 抓好关键环节袁确
保各行业企业快速高效复工复产遥
对于疫情高风险地区的务工人员
原则上拒绝入内袁对于其他省外的
务工人员帮办单位尧用工单位要和
人员户籍地进行对接袁了解他们 14
天内的活动轨迹袁经活动轨迹查询
核实确实未到过疫情重点地区袁并
对其进行体检 袁检测正常后袁可以
安排进场进行复工遥 对于省内员
工袁可以由员工本人提供近期活动
轨迹袁并进行体温测量袁体温测量
没有异常可以直接进入盱眙并上
岗遥 县内员工只需要村居提供证
明袁便可直接上岗遥

朱海波强调袁要进一步压实企
业和帮办单位的主体责任袁共同构
筑疫情防控严密防线遥 要建立好信
息网站袁制定相关措施 袁统筹解决
员工出行尧原材料和产品运输等问
题袁同时袁要积极鼓励农副产品在
县内小循环和县外的大循环袁保障
经济运行和生产生活平稳有序遥

会上袁县住建局尧市场监督管
理局尧工信局尧农业农村局尧发改委
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建筑企业复工
计划安排尧 经营商铺复工计划安
排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尧农业
项目复工计划安排尧重大项目开工
计划安排曰与会其他部门负责人围
绕各行业复工复产分别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遥 融媒体记者 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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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恢复城区部分公交线路运营的通告

关于开通企业复工复产运输五项便捷通道的通告

关于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有序推进各行各业
复工复产复业的通告

野感谢你们送来的化肥和农药袁真是解
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浴 冶近日袁官滩镇戚
洼村村民韩先群对配送农资到村的镇农技
站站长王维武激动地说遥 这段时间气温回
升袁正是保春耕促生产的关键时期遥由于受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袁交通出行不便袁农业
物资不能及时采购袁 这可急坏了像老韩这
样的种粮大户遥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袁作
为共产党员袁 王维武同志始终冲在三农工

作一线袁 被当地群众称之为抗疫战场上的
野粮保姆遥 冶
疫情防控宣传员遥大年初二袁王维武接

到镇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知后袁 主动放弃
节假日和休息天袁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去遥他
每天带领农技站 2名工作人员袁 利用农技
宣传车每天在全镇 19个村渊社区冤不间断
地进行流动宣传袁坚守在防控第一线遥同时
他严格落实挂包制度袁 对所挂包的霍山村
排查出的有湖北经历的返乡重点人头袁与
村居干部一道严格进行管控袁 每天见面一
次袁 要求受管控人员及家庭密切接触者实
行居家隔离 14天袁并做好自我防护遥 对生
活上有困难的群众袁 总是及时联系挂包人

员代为办理袁送去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遥
农资配送运输员遥 疫情防控期间袁

为保障农业生产和春耕备种正常开展袁
确保夏粮丰收袁根据镇党委政府一手抓
疫情防控尧一手抓农业生产的工作要求袁
王维武组织农技站工作人员开展了 野送
技术尧送农资尧送服务冶的三送活动袁同时
组织成立镇级农用物资配送联盟袁 组建
配送平台袁抽调专车专人尧积极帮镇域范
围内的各农资经营店配送肥料尧饲料尧药
物到村到组遥截至目前袁已配送 8家农资
经营店渊超市冤的肥料 120吨尧防治药剂
286件尧龙虾饲料 15吨遥 配送范围 19个
村 渊社区冤 以及虾稻共生主产区的武小

圩尧金大圩尧王桥圩尧圣山圩等地袁有力保
障了全镇农业生产尧春耕备种的需求袁得
到了当地群众的连声称赞遥
农业生产技术员遥 2月 15日突降大

雪袁为降低恶劣天气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袁
2月 18日袁王维武邀请县农业农村局作栽
站农技专家会同镇农技站农技人员深入到
该镇古河社区尧 新桥村等村居农户田间地
头袁现场查看小麦尧油菜等在田作物因雨雪
造成的冻害情况袁分析研判尧分类汇总遥 同
时提醒广大农民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袁迅
速开展生产自救袁排出田间内涝尧及时喷施
叶面肥袁促进作物壮根保苗袁以强有力的措
施保障夏粮的丰产丰收遥

详见 3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尧省市委有关要求袁着力发现掌握尧提拔使用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干部袁进一步推动我县疫情防控工作袁根据叶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曳规定袁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袁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渊详见 2版冤遥

公示时间院2020年 2月 21日至 2月 27日遥 对公示对象如有反映袁请于公示期间与县委组织部联系遥
联系电话院88212380渊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冤
接待来电尧来访时间院上午院8:30要11:45袁下午院2:00要5:30
邮政编码院211700
地 址院盱城街道十里营大街 88号

中共盱眙县委组织部
2020年 2月 20日

选拔任用县管干部人选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