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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德玲）6月25日，“信仰
铸忠诚、英名垂千秋”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
烈士诗词书法展在市文化馆展览厅开展。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夏劲松出席并宣布展
览开幕。

本次展览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
市老教委、市文联和郑蒲港新区共同主办，
是我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一
项重要活动。旨在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
基因，“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表达全市人民永远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的坚强决心，进一步激励广大干群弘

扬和践行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烈士的无私
奋斗精神。

本次展览择优展出了以我市老年大学学
员、离退休老干部为主的100名老年书法家和
爱好者的100幅书法作品，包含篆书、隶书、楷
书、草书、行书等。展出作品主题突出、特色鲜
明、构思巧妙，不仅充分表达出对先辈和烈士的
深切怀念和敬仰，同时力求以书法独特的艺术
魅力，展示共产党人血肉丰满的精神世界，讴歌
执着的崇高理想，颂扬真挚的家国情怀。本次
诗词书法展于6月25日至7月4日在市文化馆
展出，市民可免费观展。

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烈士诗词书法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黄莹 通讯员 柴家峰） 6
月27日上午，市教育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展”开展仪式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表彰会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夏
劲松出席仪式并宣布开展。

大会分为铭记、示范、传承、心声、使命、
赞颂六个篇章进行。大会向老党员代表颁
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了50名
优秀共产党员、1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进行了集体宣
誓。接着，举行了首届年轻干部读书班开班
式，50年以上党龄老党员代表、“两优一先”
代表、新党员代表、读书班学员代表分别作
了发言，全市第四届“最美微党课”暨“举旗
帜·送理论”微宣讲评选决赛一等奖作品《小
马传灯人》进行了展演。大会在全体参会人
员集体合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圆满落幕。

市教育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展”开展仪式
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彰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永霞 见习记者 高莹）
百年恰风华，世纪正青春。6月25日下午，由
市委宣传部和市文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
的“歌盛世 颂党恩”马鞍山市第36届“江南
之花”群众歌咏大会在马鞍山大剧院举行，来
自全市各条战线的24支代表队2000多人参
加演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夏劲松、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章正、市政协副主席贺应旭
现场观看。

演出在歌曲《江山》中拉开序幕，《祝福祖
国》《伟大的中国伟大的党》《唱支山歌给党
听》《中国道路》……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时而婉转动听，时而激扬豪迈，现场观众不由
自主地跟着一起唱。大会尾声，全场起立，一

起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据了解，“江南之花”是我市一项大型

群众文化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36年。今
年 3月起，“江南之花”在一江两岸全面绽
放，各县区、各行业、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层层组织，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3个月
来，数百个单位先后组织、参与或举办了百
余场大合唱专场演出，近千个合唱队、数万
名市民群众和干部职工轮番登台，100多首
红色经典歌曲和本地原创歌曲在一江两岸
传唱，线上线下累计观看演出的人次达数
百万之多，广大党员干部踊跃参与，在歌声
中接受党史教育，用歌声讴歌伟大的党、伟
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

“歌盛世 颂党恩”马鞍山市第36届“江南之花”群众歌咏大会举行

记者 黄莹

6月24日下午，由安徽省委宣传部主办、
安徽省演讲协会承办的“读党史、守初心、担使
命”2021年安徽省全民阅读主题演讲大赛决赛
在合肥举行。马鞍山二中高二学生林乐章凭
借作品《我家的三面旗》一路“过关斩将”，从全
省范围内选送的365件作品中顺利晋级复赛，
又从100位复赛选手中冲进18人决赛，最终获
得了全省第四名的好成绩。

“这次比赛让我收获了很多，是一次难得的
成长经历！”6月25日，回想起前一天的比赛，兴
奋之情依然写在这个17岁小姑娘的脸上。同
样高兴的，还有她的指导老师、市朗诵演讲学会
主席胡萍。林乐章从4岁半就开始跟着胡萍老
师学习演讲与口才，十几年来未曾间断。

能从众多作品和选手中脱颖而出，除了林
乐章在演讲与朗诵方面的特长，好的演讲作品
同样重要。林乐章说，演讲稿从初创到决赛
前，一直处于不断修改完善中，一次次的打磨，
为的就是将更好的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小林的演讲稿题目是《我家的三面旗》，从
她外公的大哥——一名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
军战士的故事讲起，再讲到她的外公——一名奋
斗在乡村教育战线上42年的老教师，最后讲到

她的父亲——安工大的教授，带领学生参加国际
比赛，为国争光。”胡萍说，三个故事就仿佛三面
旗，极好地诠释了牺牲、坚守与奋斗的精神。

“在我看来，我家的三面旗，一面是英勇无
畏的旗，一面是坚守担当的旗，还有一面是荣
誉与汗水的旗，举旗的都是我的亲人，是普通

共产党员。”林乐章说，作为一名中学生和一名
共青团员，学习党史不仅要学习党的发展史，
也要从身边的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前行的力量，
担负起一名共青团员应该担负的使命，跟紧这
旗帜，接过这旗帜，举起这旗帜，向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

“读党史、守初心、担使命”2021年安徽省全民阅读主题演讲大赛决赛落幕

马鞍山二中学子获全省第四

本报讯（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孙园 李
鹰） 6月25日下午，我市召开全市先进模范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座谈会。来自社会各界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代表汇聚一堂，交流汇报党史
学习教育心得体会，并认真学习《马鞍山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

“在瞻仰革命圣地时，我切身感受到我们
党筚路蓝缕创造伟业的艰辛。”“马鞍山好人”
吴祥禄现场交流了自己实地学党史的“红色之
旅”体会。这位73岁高龄的老党员，从5月31
日开始，历时13天，独自一人驾车从嘉兴南湖

出发，一路瞻仰革命纪念地，学党史、悟思想，
最后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听了吴祥禄老人
的讲述，与会的先进模范代表纷纷表示要铭
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做到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
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并且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做表率、走在前、重落实。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文明办开展了
系列活动，特别是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先进模范积极参与街头“新时代文明实
践好人岗”活动，亮身份、作表率，尽力为市民

提供优质服务。该活动自5月22日启动以来，
已有道德模范、各级好人主动参加为民服务
300余人次，共接待市民咨询80余人次等。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先
进模范就是社会中的一盏明灯，点亮自己，
照耀别人。”市文明办负责人表示，希望全市
先进模范要走在前列，做文明标杆，带头学
好党史，并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工作
动力和成效，带动和引导全体群众共同参与
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在文明创建中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学史崇德 提升精神境界
我市召开全市先进模范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张令琪 通讯员 夏亮国）
6月25日，市委组织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围绕建党百年主题，联合安徽工业大学、市
高层次人才协会，在马鞍山企业家学院举
办企业创新发展总裁班、青年企业家成长
引领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班等系列企业
管理培训班。邀请长三角等地区知名专家
学者授课，引导企业家将爱国之情、报国之
志融入全力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生态福地、
智造名城”中。

本次培训面向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其
中企业创新发展总裁班培训对象主要为我市
骨干企业主要负责人，精选《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与高质量发展》等课程，对企业发展瓶颈深
入剖析和辅导，为企业“一把手”把舵定航提供

路径参考；青年企业家成长引领班培训对象主
要为成长型中小企业负责人、“四上”类企业创
二代，通过案例分析、实地考察等方式，以新理
念、新技术、新模式提升青年企业家管理创新
能力，着力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班培训对象主要为重点企业人力资
源部门负责人，通过专题课程和政策解读，增
强企业“用才”主体意识，构建灵活高效的市场
化引才格局。

据了解，本次培训是市委组织部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委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决
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致力打造马鞍山企业家
学院特色品牌，持续激发企业家“三创”热
情，为马鞍山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中坚力量，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马鞍山企业家学院3个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季晨辰） 6月25日晚，由
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和北京保利剧院共同主
办的公益活动——庆祝建党百年·党史学习
教育主题文艺演出《献给母亲的歌》乐者3+1
专场音乐会在马鞍山大剧院音乐厅举行。用
动听的歌声、倾心的演绎，回顾党的风雨征
程，抒发对党的深厚感情，带领现场观众一起
重温百年红色记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晓焱、章正观摩音乐会。

一首声情并茂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拉
开了音乐会的序幕。专场音乐会由“序曲·

《唱支山歌给党听》”、“上篇·颂歌献给党”、
“下篇·永远跟党走”和“尾声·《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四个篇章组成。市文联文
艺志愿服务分队“乐者3+1”组合——男高
音赵西鳌、吴大巢、刘松和男中音张朝晖四
位歌唱家激情献演，花山区“新城市”合唱团
倾情加盟，演绎了《怀念战友》《绒花》《党啊
亲爱的妈妈》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重
现了一段段砥砺奋进的岁月，在艺术的熏陶
中让党史学习教育“声”入人心，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精神血脉。

唱响党史学习教育“红色主旋律”

一、任命：
陈大来为市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正处）；
雍成兵为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鲍红为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民族宗教

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二、免去：
季必俊的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

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城
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职
务；

彭冬的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名单
（2021年6月25日马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一、决定任命：
陈鹏为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圣祥为市司法局局长；
刘凌晨为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二、决定免去：
窦念华的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
侯沪东的市司法局局长职务；
荣正发的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职务。

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人员名单
（2021年6月25日马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
秦雨龙为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二、免去：
余卫红的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卜真清的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名单
（2021年6月25日马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因到龄退休，季必俊提出辞去马鞍山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马鞍山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决定：接受季必俊辞去马鞍山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马
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季必俊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1年6月25日马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由和县选出的马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吴劲因工作变动调离马鞍山，依照代表
法的有关规定，吴劲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因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何志中提出辞去马鞍山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和县人大常委会接
受了何志中提出的辞去马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因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吴晓东提出辞去马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和县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吴晓东提
出的辞去马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的请求。徐升提出辞去马鞍山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花山区人大常委会接受

了徐升提出的辞去马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丁然提出辞去马鞍山市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花山区人大常
委会接受了丁然提出的辞去马鞍山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代表法的
有关规定，何志中、吴晓东、徐升、丁然的代表资
格终止。

现在，马鞍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
代表312名。

特此公告。
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6月25日

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六届〕第十九号

林乐章林乐章

为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广纳
群言、广集民智作用，扩大公民
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提升政协
提案质量，使政协提案更好反
映各界人士的要求，更好体现
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提高
提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市政协决定，向社会公开
征集提案线索。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征集对象

全市各单位、全体市民。

二、征集内容

有关全市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问题
和建议；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和
难点问题。

三、征集方式

主要通过电子邮件、书面信
函等形式征集提案线索。电子邮
箱：2371889920@qq.com；信函
邮寄地址：马鞍山市政协提案委
收，并在信封上注明“提案线索征
集”字样。

四、征集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
年8月31日止。

五、注意事项

1.此次向社会公开征集的
是提案线索而不是政协提案。
提案线索只是供政协委员和政
协各参加单位等撰写提案时参
考使用。

2.提案线索内容要客观真
实，一条线索只针对一个内容。

3.反映个人问题以及民事纠
纷、司法诉讼、投诉、举报、信访事
项、涉密事项等不属于提案线索，
请通过其它渠道反映。

4.提案线索提供者应注明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于
联系。

马鞍山市政协
公开征集提案
线索公告

本报讯（记者 谈恒成 通讯员 王成） 6
月26日上午，市图书馆马鞍山经济开发区分
馆举行开馆揭牌仪式，并正式向广大读者提
供图书借阅服务。

市图书馆马鞍山经济开发区分馆坐落在
湖西南路信成大厦三楼，阅读面积约200平
方米，内部环境清雅幽静，具备区县总馆的服
务功能，可为市民读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图书
借还和阅读空间。

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为进一步提高我
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满足广大市民精神
文化生活需求，市文旅局及市图书馆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帮助马鞍山
经济开发区、慈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郑蒲
港新区等，切实解决当地市民读者所面临的“借

还书难”问题。为此，市图书馆为马鞍山经开区
分馆首批配置了全新的各类图书2000余册，同
时，还在图书轮换、业务开展和人员培训等方面
提供资源和技术上的支持。

据了解，马鞍山经开区图书分馆是我市
图书馆在三大经济园区成立的首个分馆，也
是我市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走入基层、扎根基
层，助力马鞍山“全民阅读”名城建设的重要
举措。目前，市图书馆正积极推进慈湖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郑蒲港新区的图书分馆建
设工作，与此同时，还将通过一体化和专业化
的管理，全面实现全市体系内一馆办证、多馆
使用，资源共享和通借通还的服务新模式，以
提高图书资源的利用效率，拓展公共文化的
服务范围。

市图书馆马鞍山经济开发区分馆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