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殖放流
昨日，湖北省斧头湖管理局和梓

山湖生态新城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开展

“2017年斧头湖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

动。梓山湖公司投入 30 万元，购置

1050万尾鲢鱼、鳙鱼、草鱼、鲫鱼、鳊鱼

等各类鱼苗投放。

据悉，这次斧头湖增殖放流，既是

恢复渔业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境的

生物工程，也是兴边富民、造福子孙的

重大社会工程。

记 者 陈红菊
通讯员 任轩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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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27～28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多云到晴天，早晨部分地区有雾；29日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气温下降。具体预报如下：27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12～23℃；28日：晴天，偏北风1～2级，12～25℃；29日：晴天，偏北风2～3级，13～22℃。今天相对湿度：40～90%

本报讯 记者李娉报道：昨日，从
第三届“曹禺杯”优秀剧本征集评选活
动组委会传来消息，我市作家柯于明创
作的微电影《碧血天香》获“曹禺杯”优
秀剧本奖。

《碧血天香》以咸宁籍革命烈士何
功伟为原型进行创作，着重表现其坚定
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为天地存正气，为
个人全人格”，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的革
命气节，是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教育、

信仰教育、廉政教育、人生观教育的极
好教材。

曹禺是享誉世界的著名戏剧大
师，以之命名的“曹禺杯”优秀剧本奖
旨在繁荣我国戏剧和影视剧创作。剧

本征集评选活动每年举办一届，同时
举办全国剧本创作交易会。据悉，本
届活动面向全国征集到剧本1121部，
其中微电影189部，评选出优秀微电
影5部。

微电影《碧血天香》被认可

我市捧回“曹禺杯”优秀剧本奖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李旻媛
报道：“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以满腔的
创新激情、创造活力和创业干劲，带领
全体姐妹在广阔的农村建功立业，做妇
女的知心人、代言人。”20日，在咸宁职
业技术学院农村大学生第一次妇女代
表大会上，新当选的妇联主席罗望秀正

热情洋溢地作履职承诺。来自各个县
市区的35名妇女代表见证了我市首个
高校农村大学生妇联组织的成立过程。

今年，我市启动实施“一村多名大
学生计划”，来自全市基层的200名优
秀青年农民成为了首届大学生，在开设
的3个专业中，有女大学生76名。

据悉，在我市首届“一村多名大学
生计划”的农村女大学生中建立妇联组
织，开启了我市在高校农村大学生中建
立妇联组织的新起点，也是我市妇联组
织建设的一个开创性动作，有利于加强
基层妇联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妇联组织
联系和服务妇女的桥梁纽带作用，让在

校的农村女大学生有一个温暖的“娘
家”。

“近期我们将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
凝聚团结3个专业的女大学生们，同时
通过抱团、资源共享的形式，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引领农村社会发展。”咸宁职
院农村大学生妇联副主席马宸洁说。

我市首个高校农村大学生妇联组织建立
76名农村女大学生找到“娘家”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员陶
然报道：13日，崇阳县岗水塘保障房分
配摇号仪式在该县天城剧院举行。

摇号现场，采取电脑随机打乱各
批次申请人名单顺序，按房源等额数
量一次摇出房号到人的方式，共进行
了两个批次的随机摇号。第一次为85
户特殊家庭在第二层摇出房号，第二
次为299户家庭摇出剩余房号，两次摇
停均由申请家庭代表操作。摇号结束
后，再由公证处、县房管局、摇号代表

及摇号工作人员现场签字确认，当场
书面公正并公布。

据了解，此次分配摇号保障房共
384套，位于崇阳工业园区岗水塘，户型
设计为一室一厅一卫，面积50平方米。

近年来，崇阳不断完善住房保障体
系建设，努力实现广大居民“住有所
居”的梦想，2007年至今，已建成保障
房4700套，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累
计投资达4个亿，解决了一大批低收入
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崇阳384套保障房公开摇号
本报讯 通讯员杨周复，江灿峰报

道：25日，通山县住建局二楼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原来这里正在进行银泉
民生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工作。

据悉，此次摇号分配现场共有50
余名群众代表参与，按照统一分配、统
一公示、统一入住及属地化管理的原
则，由县住建局主导，面向南门社区、双
泉社区等六个社区低收入家庭、城镇新
就业人员中住房困难的家庭摇号配租
了180套公共租赁住房。整个摇号过

程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公证处、电
视台、民政部门、通羊镇社管办等工作
人员全程监督下公平、公正、公开进行，
圆满地完成了分配工作。

这是该县2017年首次启动公共租
赁房公开摇号分配。本次房源位于新
城开发区横二路，户型分为二室一厅、
一室一厅，当天共有180户城镇低保家
庭、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外来务工
人员及新就业大学生、残疾人等通过摇
号圆了安居梦。

通山180户困难家庭圆安居梦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
24日，市政府召开2017年第三
季度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暨招商
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副市长杨
良锋出席会议。

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运
行总体稳定，工业经济一路上
升，但8、9月工业经济增加值增
速却出现两连降，说明我市工
业经济稳增长的基础还很薄
弱，县市区之间的发展也不平
衡，要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任
务，形势依然严峻。

会议研究部署四季度工
作，要求深刻认识全市工业经
济运行面临的形势，坚定发展

信心，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完
善推进措施办法，抓好抓紧各
项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

会议强调，要真抓实干，突
出重点，确保实现全年目标。
必须以超常规的措施，更加务
实的作风，扎实做好各项重点
工作。要紧盯重要权重行业和
企业，完成进规企业任务，加强
经济运行的监测和调度，切实
落实各项减负降成本的政策，
扶持企业，力促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要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
度，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夯
实发展后劲，推动全年各项目
标圆满完成。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要求

真抓实干确保全年目标实现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24日，我市召开黄标车淘汰工
作专题会，安排部署下一阶段
全市黄标车淘汰工作，力争12
月15日前全面完成黄标车淘汰
任务。市领导胡甲文、吴刚出
席会议。

会上，市公安交警支队负
责人通报了我市当前黄标车淘
汰工作整体推进情况。各县市
区相关市直单位负责人分别汇
报了各自承担任务进展情况，
并明确了任务完成时限。今年
我市共需淘汰黄标车3087辆。
截止目前，全市共完成黄标车
淘汰949辆，仅完成全年任务的
30.74%。

胡甲文指出，我市黄标车
淘汰工作任务重，各相关单位
要高度重视，认真分析总结过
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整
改。

胡甲文强调，要认清形式，
深刻认识黄标车淘汰治理的巨
大压力。要强化政府主导，坚
决担起黄标车淘汰治理的重大
责任。要联动共治，形成黄标
车淘汰治理最大活力。要严肃
追责问责，定期排名，并对排名
后两名的相关责任人进行约
谈。市公安局等各相关部门要
切实履行好职能，密切配合，形
成合力，严格执法，确保我市黄
标车淘汰任务按时完成。

我市召开黄标车淘汰工作专题会议

确保按时完成淘汰任务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
道:25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维
护金融债权工作座谈会。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
汉桥,副主任万春桥、副市长吴
刚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市政府办、市委
政法委、市中院、市金融办、市
人行、银监局、市金投集团及有
关银行负责人，围绕强化我市
金融债权保护、维护金融安全、
优化金融环境、推动“信用咸
宁”建设等议题发表意见，探讨

“守住底线”的措施和办法。
会议指出，维护金融债权不

仅是发展经济的内在要求，更是
构筑社会诚信体系，树立良好社

会风尚的现实需要，有助于提升
咸宁的社会形象、加强“信用咸
宁”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会议强调，我市维护金融债
权的主要责任单位要多措并
举、多管齐下，加强协同合作，
共同维护金融安全。 要全力以
赴支持维护金融债权工作，把
保障金融债权安全、维护金融
生态环境与优化区域金融服
务、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有机结
合起来,主动作为、综合施策;
要按照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原
则，统筹落实防风险与促发展
各项工作，努力为咸宁经济社
会发展营造更加宽松和谐的金
融生态环境。

本报讯 记者王恬、实习
生蒋敦文、通讯员李蕾报道：25
日，鄂湘行政区域界线第三轮
联合检查工作总结会议在我市
召开。副市长汪凡非出席会
议。

会上咸宁市、岳阳市、荆州
市、常德市分别就鄂湘行政区
域界线第三轮联合检查工作情
况进行了汇报，现场发布了鄂
湘线联检报告。

汪凡非指出，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民政工作，从人力、财
力、物力、政策上予以支持，民政
专项配套资金逐年增加，各项事
业长足发展。自鄂湘线联检工

作启动以来，我市不断深化与边
界线城市的学习交流、协调合
作，依法依规推进联检工作，为
创建平安边界，增进兄弟地市间
的友谊奠定坚实基础。

汪凡非强调，我市将以此
为契机，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
下做好界线管理工作的重要意
义，不断提高界线管理工作的
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
化水平。深入开展平安边界创
建活动，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
环境，进一步发扬两省长期以
来唇齿相依、互帮互助、共同发
展的优良传统。

鄂湘线联检工作总结会议要求

协调合作创建平安边界

“妈妈，您在哪里？24年了，我无时
无刻不在牵挂您，寻找您的音讯。”25
日中午，记者接到崇阳籍科学家、企业
家、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章方良博士的寻亲消息。

1993年5月，章方良55岁的母亲
尧菊梅第一次出远门，从崇阳老家到广
州看望在此打工的小儿子，她不识字，
只会讲崇阳方言。

返程时，尧菊梅和一位老乡结伴到
广州火车站买票。当时站外人流涌动，
老乡让她站在原地别动，等自己买完票
后再到这里找她。不料，等老乡买完票
从站内出来时，章方良的母亲就不见
了，当时她身上只有300元现金。

据悉，章方良1964年出生于崇阳
县白霓镇堰下，1984年考入南京大学
攻读化学专业，1989年到美国杜克大
学留学，获生物化学专业博士学位。

1995年到2002年，他作为美国先灵葆
雅公司的主要科研人员，在肿瘤、心血
管和中枢神经系统等疾病的药物开发
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他拥有多
项发明专利，并荣获公司授予的“总裁
奖”。

2002年，章方良离开先灵葆雅，靠
5000美元白手起家，与两个朋友在美
国合作创立了GenScript（金斯瑞）公
司。如今，他在国内有了自己的企业，
家境殷实。

母亲失踪时，章方良正在写博士
论文。接到消息后，他第一时间赶到广
州，同哥哥孙学奇一起寻找。

兄弟俩住在火车站附近一个简陋
的小旅馆里，租了两辆自行车，每天分
头在大街小巷寻人。沿路看见捡垃圾
或乞讨的人，他们都要去打听，遇到涵
洞、天桥下等流浪人员住的地方，也会

去看看。他们在广州找了一个半月，几
乎寻遍了广州每条街道，最远到了佛
山、黄埔，此外，还四处张贴寻人启事，
找各地收容所、派出所。但是他们想尽
了一切方法，却没有母亲的一丝音讯。

寻母未果后，章方良含泪在博士论
文扉页上写道：“本文献给我的母亲
——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连自己名字
都不认识，却倾其所有，把我培养成了
博士。”
“ 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母亲虽

然不识字，但她教我们勤劳、善良，让我
们一生受益无穷。上世纪60年代买布
要布票，为了让我们在冬天能穿上保暖
的棉裤，她每年把布票都用在我们身
上，而她自己在冬天里从来就没穿过棉
裤。”每次谈起母亲，章方良都热泪盈
眶。在他的钱夹里，一直放着母亲失踪
前照的登记照。留美期间，他曾多次回

国寻找母亲。
“我现在在广东英德这边逐村走

访。”孙学奇告诉记者，24年来，全家
人一直都在寻找母亲。身边的亲戚、朋
友、学生、热心网友都帮忙寻找过。虽
然也有人打电话来说找到了母亲，可当
他们从千里之外赶到当地去辨认后，都
失望而归。马上又到重阳节了，弟弟章
方良思母心更切，安排他们兄妹几个放
下手头工作到广东寻母。

“不管母亲是生还是死，我会一直
寻找下去！”章方良说，母亲失踪24年，
生死未卜，作为儿子，他愧对先辈，作为
父亲，他无法向子女交代，不找到母亲，
永远无法消除心中的伤痛。他还曾多
次通过媒体查找母亲的音讯，承诺如能
提供可靠消息，愿意支付一百万元的酬
金。（本报记者将持续关注，希望大家如

有信息及时和章方良联系。）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25日下午，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张方胜专程来到咸宁日报传
媒集团调研，对咸宁日报传媒
集团在逆境中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十
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头等大事，
精心策划，迅速掀起热潮。

在咸宁日报传媒集团中央
厨房，张方胜仔细询问中央厨
房播发稿件流程及咸宁日报
APP用户下载情况。截止到10
月25日，咸宁日报APP手机用
户达到9万多。张方胜对咸宁
日报传媒集团围绕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宣传报道取得的成绩
表示肯定，希望咸宁日报传媒
集团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作
风，再接再厉，再创新业绩。

张方胜指出，在新的办公
环境下，全体咸宁日报人的精
气神有了很大的改善，干事创
业的热情越来越高，希望咸宁
日报传媒集团要善于利用现有
的资产、资金，开展聚焦文创的
多元化经营，要加快推进与新
兴媒体深度融合，全力建设新
型主流媒体。

张方胜要求，要迅速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热潮，把大会精神贯彻落实
到行动上。要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及时宣传
报道好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在鄂南大地形成的生动实
践，为率先建成特色产业增长
极加油鼓劲。

张方胜在咸宁日报传媒集团调研时要求

做好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宣传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座谈会

维护金融债权优化金融环境
母亲失踪24年，崇阳籍企业家章方良100万元酬金寻母，发出深情呼唤——

重阳节到了，妈妈你在哪？
记者 马丽娅

（上接第一版）
丁小强强调，要精心组织，统筹兼

顾，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热潮。全市各地各部门要第一
时间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第
一时间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市领导
干部会议要求传达到每一名党员干
部。要分层次、分对象开展学习贯彻活
动，确保学习全覆盖、无遗漏。领导干

部要带头学习，为广大党员作好示范、
当好表率。要坚持学以致用、真信真
用，真正把十九大精神转化为谋划工
作、推动发展的思路、举措和成效。要
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各级党报、党刊、电
台、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要对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行宣传报道和深度解读，注
重宣传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的具体举
措和实际行动，注重反映基层干部群众

学习贯彻的典型事迹和良好风貌，进一
步激发全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
使十九大精神成为凝聚人心、鼓舞士
气、推动事业前进的持久动力。要结合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抓好第
三季度拉练检查，决战第四季度确保年
终目标任务结硬账，认真筹办好第九届
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扎实做好精准扶
贫工作，持续做好年终岁末安全稳定和

民生保障工作，精心做好年终目标考评
的迎检准备工作，提前谋划好明年各项
工作。

市“四大家”领导，咸宁军分区司
令员、政委，法检“两长”，咸宁高新区
管委会主任；市直正县级以上单位，垂
直管理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
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老干部代表
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