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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 记者彭小萍、通讯
员沈组报道：6月25日，省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王瑞连赴赤壁市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强调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教育的主
线，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解决好民生问题，推动湖北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

王瑞连实地调研了赤壁市长江沿
线生态修复工作，详细了解万洲氧化钙
厂污染饮用水源整改情况，赤壁镇医保
机构运行及服务群众情况，走访了维达
力实业有限公司、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

小镇、赤壁创新聚集区等，并征求咸宁
市县镇村四级干部和基层党员群众的
意见建议。

王瑞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重要要求，列出问题清

单，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全面做好长江
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
章”，切实推动湖北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要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做好当前各
项工作结合起来，在深入学习的同时，
坚持边调研边检视边整改，确保取得实
效。

王瑞连在赤壁市调研时强调

坚守初心使命 回应群众关切
推动湖北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27 日，市委组织部、市
委宣传部、市委直属机关工
委、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组
织开展庆“七一”快闪活动，
庆祝建党98周年。

活动现场，《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江山》《不忘
初心》《我爱你中国》等一首
首红色经典曲目依次唱响，
吸引了 2000 多名党员和群
众参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王恬 报道

唱响红歌
给党听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
道：27日，市政协主席曾国平赴
通山县洪港镇开展2019年第6
期党代表联系基层服务党员群
众活动。

曾国平一行来到茅田河村
党支部老书记王定柏家中，为其
送上慰问金，希望他继续发挥余
热，关心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和党
组织建设。随后曾国平走访慰
问了老党员梅光本。他说，七一
将至，镇、村两级党组织要积极
开展党员慰问活动，要特别关注
生产生活上存在困难的党员，将
党的关怀送到基层党员心中。

慰问活动结束后，曾国平
一行前往洪港镇政府与镇村两
级党员一起学习老英雄张富清

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
大会代表任期制规定》。

曾国平指出，学习张富清
同志的崇高精神，就是要学习
他对党忠诚、不忘初心的革命
本色，学习他胸怀全局、矢志奉
献的政治品格，学习他淡泊名
利、深藏功名的高尚情操，学习
他克己奉公、廉洁无私的敬业
精神，学习他艰苦奋斗、乐观向
上的人生态度。洪港镇、村党
员干部要不忘初心使命、勇于
担当作为，不断提升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凝聚合力，共同推进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市政协秘书长游强进参加
活动。

曾国平赴通山县洪港镇

开展党代表联系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通讯员陈伦
报道：2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
赴嘉鱼县，调研项目建设和长江大保护
工作。他要求嘉鱼县严格落实河湖库
长制，切实加强长江大保护。要保安
全、保质量、保进度，高质量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

潘燕汽渡位于长江潘家湾饮用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内。按照环境保
护的要求，该汽渡已停渡，整个整改任
务计划本月底完成。王远鹤实地察看

汽渡临时下河道整治现场，详细了解整
改进度。他强调，长江是我们的“母亲
河”，保护和改善长江生态环境，保障人
民饮用水安全，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先
决条件和筑底工程。嘉鱼县要严格落
实河湖库长制，按照时间节点，将潘燕
汽渡下河道整治到位，同时做好生态复
绿工作，切实推动长江大保护。

正在建设的武昌首义学院嘉鱼校
区包含大学和附属中小学，可容纳学
生约18000人，计划今年9月开始招

生。王远鹤全面了解学校基本情况和
项目建设进度。他强调，项目建设既
要保进度，还要保安全、保质量。要对
项目区山体水体进行保护，把学校建
设成为生态文明现代化校园。要科学
规划，合理布局，确保项目发挥最大综
合效益。

武汉汉麻生物科技纺织项目分三
期建设，二期汉麻纤维加工生产线建设
项目投资2.5亿元，现已试生产，预计
可年产汉麻纤维4000吨，产值2.24亿

元。王远鹤来到二期项目的生产车间，
全面了解项目建设情况。他要求企业
坚持科技引领，以创新促发展，不断做
大做强。

湖北方圆船厂长期占据长江岸线
而不合理使用。王远鹤要求，当地政府
要下定决心，与省直部门加强沟通协
调，尽快解决岸线占而不用的问题。要
严格落实堤防管理、长江大保护有关规
定，加强码头、岸线管理，科学合理利用
长江岸线资源。

王远鹤在嘉鱼县调研时要求

加强长江大保护 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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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李炯报道：27
日上午，市委书记丁小强深入市区部分重点
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督办项目推进情况，
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他强
调，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真抓实干，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助推高质量发展。

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是市委市政府为深
化机构改革、优化检验检测管理体制而打造
的全新、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丁小强走进
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察看大厅设计方案和
楼层分布图，来到苎麻纤维检测用房、农检中
心和相关实验室，详细了解相关业务情况。
丁小强指出，要坚持统一性，全市所有涉及公
共检验检测的业务都要进驻中心。要坚持权
威性，确保检验检测结果经得起历史和群众
检验。要坚持高效性，进一步明确检验检测
时限。要坚持公平性，做到公正客观。要坚
持公开性，实现检验检测结果公开共享，倒逼
咸宁产品质量提升。要在满足一般公共检测
的要求基础上，围绕产业发展进一步凸显咸
宁检测特色，打造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特色检
验检测平台。

固特耐德轮胎项目由湖北固特耐德轮胎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主要从事防爆轮胎
的生产加工，高分子特种橡胶材料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丁小强走进公司车间，向公司负
责人询问产品种类、性能、专利、标准等情况，
希望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进
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总投资0.7亿元的智莱冷冻冷藏储物柜
生产线，为湖北智莱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的二期项目，是扩充智能冷冻冷藏柜、快递
柜、电子寄存柜的产能项目。项目去年4月
开工，目前已投产。丁小强详细询问上半年
产能情况，鼓励企业积极应对、主动求变，加
快培育新动能，全面提升竞争力。

智能机电产业研究院是咸宁国家智能机
电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科学技术服务平台，将
着力打造“六平台一中心”，竭力塑造一张中
国智能机电产业的靓丽名片。丁小强与研究
院入孵企业负责人仔细交流，重点了解各公
司发展理念、产品和服务等情况。他指出，要
善于用好研究院这个平台，着力在科学技术
攻关、人才培养、资源共享、行业标准制定、成
果转化等方面抓好服务，打造政产学研多赢
局面的技术创新平台和协同创新基地，助推
高质量发展。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市委常委、
咸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良锋，副市长熊享
涛，咸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福卿参加调研。

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基
础性工作。源源不断地把符合条件的
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是党组织永葆
蓬勃生机的根本保证。2016年以来，
我市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
量、发挥作用”十六字方针要求，坚持数
量与质量并重、标准与程序并重、宏观
调控与分类指导并重，把各行各业一大
批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员队伍中，全市共
发展党员 11165 人，其中，2016 年
2637 人、2017 年 3019 人、2018 年
3231人、2019年预计4276人（上半年
已发展2278人），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注重源头储备，
入党积极分子队伍不断壮大

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工
作，是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的基础和前
提。为强化党对各类先进分子、优秀
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我们以
党代表联系日、支部主题党日为平台，

组织引导各领域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
参加，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提高他们
的思想觉悟，增强党组织的感召力和
吸引力。

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党员发
展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每年入党积
极分子与发展党员数达到5:1的比例
要求（即发展1个预备党员，至少培养
5名入党积极分子）；建立入党积极分
子定期推优制度，要求党支部每期支
部主题党日按照党员推荐、群团推优
等方式，推荐吸纳一批入党积极分
子。全市入党积极分子人数从2016
年的 9033 人增加到 19248 人，其中
2019年上半年新吸收的入党积极分
子5374人，入党积极分子与发展党员
比例由3.4:1提高到了4.5:1，2019年
底确保达到5:1。

加强入党积极分子教育管理，建立
并落实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与入党积极
分子联系培养、谈心谈话等制度，强化
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政治引导，帮助他们

端正入党动机。全面推行“先上岗、再
入党”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模式，结合开
展“我们是党员、我们在行动”等活动，
定期组织广大入党积极分子投身志愿
公益服务。建立入党积极分子基本信
息库，加强动态跟踪管理，对不积极参
加党的活动，不积极执行党组织分配任
务的，及时将其调整出去。

坚持标准程序，
发展党员工作质量不断提升

党员的质量关乎党的生命。为确
保全市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我
们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发展党员工作
首位，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政治标
准的核心内容，切实把对党忠诚的优秀
分子发展成党员，绝不降格以求。

严格落实政治审查制度，强化基层
党委和各县（市、区）党委组织部领导把
关作用，列出政治上不合格具体清单，
对是非观念淡薄，在涉及党的全面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原则问题的政
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的；功
利思想严重，利益面前只为自己打算、
不为集体和群众着想，见利忘义、损公
肥私的；参与邪教、笃信宗教或热衷封
建迷信活动的；涉嫌违纪违法正在被调
查处理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党员条件
的，坚决拒之门外。

严格执行发展工作程序，精心制
作了发展党员动漫短片，下发了《咸宁
市发展党员工作手册》，发放《中国共
产党发展党员工作流程图》5500 余
份，严格落实省委“六个不批”和市委

“五项新规”，探索建立发展党员谈话
分析、培养积分、民主评议、三级审查
和公开答辩等五项制度，坚持发展党
员全程票决、全程公示、全程记实、全
程监督、全程问责，严禁突击发展、曲
线发展、违规发展，做到“成熟一个、发
展一个”，以严格的程序保证新发展党
员的质量。

（下转第六版）

让党的“细胞”永葆蓬勃生机
——我市发展党员工作综述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首
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27日
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非是命运与
共、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伙伴、
好兄弟。长期以来，中非双方顺
应时代潮流和各自发展需要，在

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开展务实
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合作成果
广泛惠及双方人民。

习近平强调，去年9月，我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
布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
会，旨在为双方深化经贸合作
搭建平台。首届中国－非洲经

贸博览会，汇聚中非政府、地
方、智库、企业、金融机构等各
方力量，共商合作大计。希望
双方围绕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八大行动”加强对接，
积极探索合作新路径，开辟合
作增长点，推动中非经贸合作
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非洲
经 贸 博 览 会 致 贺 信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
道：27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十九次会议，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王汉桥主持会议，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逸章、镇方
松、程学娟、肖彬、万春桥，市人
大常委会秘书长李旭东出席会
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咸宁市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条例》；听取
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市政
府关于全市粮食安全工作情况
的报告、市政府关于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的报

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2019
年上半年工作暨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情况的报告、市
人民检察院关于2019年上半
年工作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
议并满意度测评市政府对市人
大常委会《关于市城区餐饮夜
市示范街创建工作情况的报
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
告；审议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

副市长吴刚，副市长、市公
安局长肖天树，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倪贵武，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罗堂庆，市监察委员会
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十九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