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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市召开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

“澳洲魏基成天籁列车”到洪湖捐赠

本报讯（记者王智）11月1日，洪湖市委书记
邓应军主持召开洪湖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37
次集中（扩大）学习会议，集中学习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部署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
为重要任务，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迅速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

会上，洪湖市委宣传部理论宣讲员崔巍以
“永远在路上”为题，详细介绍了十八届六中全
会公报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全面分析了党中央
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重要文
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

邓应军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党内存
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应对党面临的“四
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对维护党中央权
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对全党团
结一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对保证党和国家
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邓应军要求全市党员干部要准确把握全
会精神，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更加扎实地把中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全面落实洪湖市“十三五”各项任务
目标。

会上，邓应军就抓好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出安排，他强调，各
级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重要任务，迅速召
开党委（党组）中心组会议，学习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在全市上下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要努力在

全市营造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良好氛
围，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站等媒体做好宣
传，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提
出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全面准确学习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引导全市上下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
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要紧密结合洪湖实
际，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贯
穿到全市“十三五”发展规划、建设“富强洪湖、
宜居洪湖”的全过程，全面完成今年的工作任
务，谋划好明年的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十九大的召开。

洪湖市“四大家”领导、市法检“两长”、市
委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市直单位一把手、乡镇
区办党委书记、垂管部门负责人参加学习。

本报讯（记者王智 石 磊 方明 谭
琳 徐畅）10月26日上午，全市66万余选
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分别在各自选区
积极踊跃投上了自己神圣的一票，选举
市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10月26日上午8时30分，市委书记
邓应军，市长沈先武，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王敏，市人大主任戴刚年，市政协
主席邹贤林等市“四大家”领导分别来到
新堤办事处跑马路社区和人民路社区投
票点，参加市（县）乡（镇）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投票。

在仔细听取工作人员有关选举事项
的说明后，邓应军等市领导排队递上选
民证，签字领取选票，并在写票处认真填
写选票。填写完毕后，走到红色的投票
箱前，投下了作为一名普通选民庄严的
一票。

在人民路社区投票现场，记者看到，
不少选民很早就来到投票点坐着，等待
投票。今年70 岁的钟立新老大爷，家里
有患病的妻子需要他照顾，但是知道今
天是选举日，早早地买了菜，菜还没提回
去就在投票点等着投票，钟大爷说，选好
人民代表，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投票结束后，邓应军乘车来到新滩
镇胡家湾村投票点，现场观看分发选票、
填写选票、投票等选举环节。在详细了
解了胡家湾村选举各项准备工作情况、
工作人员到位履责情况、选民投票率情
况后，邓应军要求新滩镇要严格按照选
举工作方案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增强
选举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保障公民的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依
法、高质、平稳地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在完成投票以后，市人大主任、市选
举委员会主任戴刚年一行来到洪湖经济
开发区河岭村、石码头村，详细了解经济
开发区选民投票选举工作。戴刚年指
出，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的一次重要实践，各地要进一步明确
和落实工作责任，周密部署、精心组织，
加强各方面协调沟通配合，充分发扬民
主，严格依法办事，做好选举的各项工
作，确保全市人大换届选举投票真实、合
法、有效，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敏前往
府场对该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检
查指导。他先后来到该镇工业选区和曙
光选区实地察看选举情况，并就换届选
举工作中的有关事项与两选区负责人及
镇人大班子进行了交流。

据了解，为方便全市各阶层、各行业
的选民参加投票，确保投票全覆盖，洪湖市共设立选区
665个，其中，大选区125个，小选区540个，共设置投票
站1017个，经过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当天通过投票选
举，从 1981 名市（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
中，选出正式代表1348人，其中，市级人大代表299人，乡
(镇)人大代表10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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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第十三届中国
武汉农业博览会在武汉国际
会展中心拉开序幕。中国驰
名商标企业洪湖浪米业、德炎
水产、闽洪水产、晨光实业；地
理标识企业华贵食品、莲都生
态、得记食品、天界农业、春露
联合社代表洪湖市参加此次
展出。荆州市副市长袁德芳
视察了洪湖市展区并给予高
度评价。

据了解，第十三届中国武
汉农业博览会以“品牌创新·
绿色发展”为主题，为期4天，
全面展示名(牌)、优(质)、新(技
术)、特(色)、高(端)农产品，促
进产销对接，扩大订单贸易和
招商引资平台，加快产业转型
发展、提质增效。同时还充分
展示现代农业新技术、新产
品、新成果，新增美丽乡村建
设与休闲农业发展论坛、移民
经济产业发展研讨会论坛等
高端活动。 (记者 石磊 摄)

本报讯（记者王智 石磊 方明 谭琳）
10月26日是洪湖市2016年市（县）乡（镇）人大
代表换届选举的统一选举日，在换届选举工
作进入最关键时刻，选举日即将到来之际，10
月25日，市人大主任戴刚年、市人大党组书记
吴华清、市人大副主任吴锦华分别深入到新堤
办事处、大沙湖管理区、峰口镇，检查指导人大
换届选举工作。

10月25日上午，市人大主任、市选举委员
会主任戴刚年一行先后来到新堤办事处跑马
路社区、人民路社区和市经济开发区河岭村，
通过听汇报、检查材料、实地察看的方式，了
解各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展情况。

戴刚年指出，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的一次重要实践。在各级人大换届选举工
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对换届选举工作的宣传和
动员，严把审查审核关口，提高选民参选力
度。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开展选举各项工作
的有序推进，要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工作责任，
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加强各方面协调沟通配
合，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全市人

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推进，确保换届选举
风清气正。

10 月 25 日上午，市人大党组书记吴华清
先后来到大沙湖管理区总场城区投票站和东
河办事处投票站，详细查看了各分区选民信息
公布及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公布情况，明确要
求各分区做好10月26日投票选举的各项准备
工作，并对该区人大换届选举需要把握的重点
环节及有关注意事项进行了现场指导。

吴华清要求，大沙湖管理区选委会要按照
市选举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明确职责，依法依
规依程序推进选举日各环节的工作，确保市乡
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10月25日上午，市人大副主任吴锦华先后
来到峰口镇第50选区和朱市村，详细了解该镇
（ 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选民信息登记、
公布及两级人大代表候选人公布情况，乡镇选区
划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宣传及选举日投
票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等情况，现场指导换届选
举需要把握的重点环节及有关注意事项，并与返
乡参加人大换届选举的村民亲切交谈，鼓励广大
选民珍惜自己的权力，投好神圣的一票，依法依

规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
吴锦华要求峰口镇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精心部署，把握好关键选区，细化任务，压
实责任，严格履行各项程序，严肃换届纪律，真
正把群众满意的代表人选选入到县乡人大代
表队伍中来，确保（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
作取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2016年洪湖市各级人大换届选举
各项工作都在依法依规有序推进，其中，20个
乡镇共划分为125 个大选区和540 个小选区。
截至10月25日，洪湖市各选区均确定了代表
正式候选人，并予以公布。经统计，市人大代
表正式候选人为424人，乡镇代表正式候选人
1547人 。

另据记者了解，为确保市乡两级人大代表
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老湾回族乡提前谋
划，精心部署，积极做好换届前各项准备工
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老湾回族乡共设大选区 3 个，小选区 20
个，并成立了相应的选区工作小组，严格按法
定程序做好各项工作，各投票站公示栏将选民
登记、候选人提名、资格审查、候选人简历、《

致全市选民的一封信》等相关资料，依法依规
张榜公示；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舆论
氛围，全乡共拉横幅84条，制作喷绘宣传栏20
个，小标语1500多条，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

老湾回族乡和平村村民定光林告诉记
者：“到处拉的横幅、标语，家家户户都张贴的
宣传单，都晓得选举的重要性。我们家有5口
人，5个选民，都是年满18岁的，在家的有3人，
还有2 人在外打工，委托我来投票。”

据悉，截至目前，老湾回族乡换届选举指
导员已全部派驻到各村，各选区、投票站各项
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确保选举日选
举工作顺利举行。

记者向老湾回族乡党委书记李伟了解，从
选民登记、公榜、候选人提名、资格审查，包括
投票选举各个环节，坚决做到不少一个程序、
不漏一个环节；老湾回族乡始终把坚持党的领
导贯穿于选举环节全过程，注重引导好、保护
好、发挥好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经过前期充
分准备，目前，该乡投票选举工作已一切就绪，
正在有条不紊、依法依规进行之中。

戴刚年、吴华清、吴锦华检查指导市（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记者徐畅 通讯员夏志蓉 王晓梦）11月1日，“让
爱守护——听见世界声音”“澳洲魏基成天籁列车”捐赠活动
在洪湖市举行，现场共为120名听障人士发放了助听器，总价
值达200余万元。“天籁列车”项目领队黄兆邦及志愿者，湖北
省侨联、省妇联、荆州市侨联、洪湖市妇联、市侨联出席活动，
听障人士及家属共100多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黄兆邦介绍了“天籁列车”项目基本情况，表示很
高兴能为更多听障患者提供帮助。随后，黄兆邦与志愿者们
对听障儿童家长传授了“魏氏按摩康复法”，给听障人士测试
听力，再依据测试情况配备助听器。

市妇联负责人代表受捐的听障人士对“澳洲魏基成天籁
列车”的捐赠表示感谢，并表示将持续关注听障人士健康，同
时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关爱残联儿童，让他们健康成长。
洪湖市妇联还为每位听障人士捐赠了牙膏，总价值近 1.5 万
元。

据了解，“天籁列车”项目是由中国侨联海外顾问、知名旅
澳华人、慈善家、澳大利亚ABC纸业集团董事长魏基成先生创
立，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无力购买助听器的听力障碍者免
费获赠助听器。活动自2012年启动以来，先后在湖北、安徽等
多个省实施，已成功帮助60多万名听障人士。

洪湖市委中心组集中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徐畅）10 月 24 日上午，洪湖
市召开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通报洪
湖市前期长江岸线综合整治情况，部署下阶段
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工作。湖北长江新螺段白
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任郭立鹤，洪湖市领
导沈先武、朱步洲、俞鹏出席会议。

会上，副市长俞鹏通报了洪湖市前期长江
岸线综合整治情况。据悉，保护区位于长江中
游，全长135.5公里，涉及长江两岸洪湖、赤壁、

嘉鱼和湖南临湘等两省四地，白鳍豚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将充分利用部门职能，加强与洪湖市
协调配合，共同推进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工作。

郭立鹤表示，希望洪湖市各相关部门高度
重视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工作，充分发挥各类社
会资源，严厉打击“非法码头、非法采砂、非法
排污”，保护长江岸线资源，为白鳍豚营造良好
的生长环境。

市长沈先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

势，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高
度重视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工作，依法按时清
除长江岸线剩余人类活动点；要加大长江岸
线综合整治各项工作措施的推进力度，强化
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区办要承担起属地责
任，相关部门要严格执法，担负起包保责任
和督办责任；要加强销号管理，把握时间节
点，挂图作战，倒排工期，严格按照时限要
求完成工作任务，通过集中整治，倒逼长江

岸线综合整治进度；要严肃执法，坚决打击
非法采砂行为，坚决杜绝非法电打鱼现象；
要加强督办，强化各项制度，完善日报送、
周通报、月小结、按期结账的通报制度；要
健全督办制度，建立主要领导主督、分管领
导常督、工作专班天天督的工作督办制度；
要健全追责制度，严格按照有过必查、有责
必问、违纪必究的原则，强力推进长江岸线
综合整治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潘丰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北
京市原农机局干部、黄新廷将军夫人田慧琴同志（部级
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0月21日在京逝世，享
年94岁。10月24日，市委、市政府向田慧琴同志治丧办
公室发去唁电，代表全市人民表示沉痛哀悼，向田慧琴
同志亲属致以深切慰问。

唁电说，惊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黄新廷将军
夫人田慧琴同志因病去世，作为黄新廷将军家乡的洪湖
市全市上下悲痛万分，我们谨向田慧琴同志的亲属表示
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慰问！

田慧琴同志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革命的一生，12
岁时跟随父母开始参加革命工作，组织农会开展抗捐反
霸的斗争，直接参加了深县及保定地区党组织的掩护及
联络工作。抗战期间，田慧琴同志全身心投入到抗战斗
争中，先后任冀中边区火线剧社宣传员，晋察冀边区联
大、晋察冀边区五中（干部学校）学员，抗大二分校附中
分队长，延安延大科学院党支部书记，八路军120师358
旅留守处干事等，田慧琴同志满腔热血参加了冀中地
区抗击日寇的“反扫荡”斗争，抗大二分校向延安地区转
移的“小长征”和对日军进行的大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期间，田慧琴同志随黄（新廷）余（秋里）纵
队、西北野战军等，参加了多次战役和战斗。她先后任
第一野战军3军政治干事，张掖市土改工作团成员，中共
张掖市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她在战争年代，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以奉献和重任书写了一份为国为民的大爱。

新中国成立后，田慧琴同志参加了西北剿匪作战。
转业地方后再次投入到祖国大建设、大发展中。先后荣
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今年
10月又荣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

受市委市政府委托，10月25日，副市长熊瑛，市民政
局、黄家口镇宋墩村负责人亲赴北京参加悼念活动。

市委、市政府发唁电

悼念田慧琴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