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15 日深夜传来捷
报。嫦娥三号着陆器、巡视器顺利完成互拍成像，
标志我国探月工程二期取得圆满成功。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程前往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实况，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参研参
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慰问。

杨传堂冯正霖走访慰问部机关离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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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这天，部党组书记、部长杨传堂，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冯正霖来到老干部活动中心和
河沿活动室看望部机关离退休干部。
在老干部活动中心，杨传堂与老同志欢聚一
堂，实地考察活动场所和基本设施，观看离退休
干部局“同心共筑中国梦”书画展，赞叹老同志
的艺术情怀；在河沿活动室，他对河沿党支部坚
持办好离退休干部“学习园地”给予了充分肯定
和鼓励。

图：杨传堂向老同志通报有关情况。

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主办

部机关离退休干部第五届运动会闭幕
冯正霖出席闭幕式并为摄影展获奖单位及个人颁奖
2013 年11 月20 日，交通运输部机关
离退休干部第五届运动会闭幕式暨“我参
与、我健身、精彩瞬间”优秀摄影作品展
在部机关三层多功能厅举行。交通运输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冯正霖出席闭幕式并为
获奖单位及个人颁奖。闭幕式由离退休干
部局副局长王建平主持，离退休干部局局
长田西京致闭幕词。部机关有关司局负责
同志、在职职工及离退休干部代表共计 图：闭幕式前，冯正霖副部长饶有兴致地参
观摄影作品展。
120 余人参加活动。
本届运动会以“积极参加全民健身活动，做健康老人”为主题，自今年3 月启动，
历时8 个月，共有来自8 个离退休干部工作处（室）的700 余位老同志踊跃参加，其中
有226 人次在3 个团体比赛项目和7 个个人单项比赛中获奖，比赛项目之多、老同志参
与率之高，创下历届之最。
闭幕式上还举办了“我参与、我健身、精彩瞬间”优秀摄影作品展，摄影展以第
五届运动会及“同心共筑中国梦”系列活动为载体，充分展示了部机关离退休干部积
极参与的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文/图 刘红艳/王成涛】

杨传堂指出，离退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富，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政治资源。看望老同
志，一是代表部党组向部机关老同志们表示节日
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二是向老同志简单通报当前
交通运输发展情况和近期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有关情况。三是感谢部机关离退休干部长
期以来对交通运输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他强调，部党组将继
续关心重视支持离退休干部工作，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
部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再上新台阶。
老同志对近年来交通运输事业取得的成绩和部党组坚持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部党组及直属机关党委的部署要求，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真抓真改，扎实推进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给予了充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12 月3 日至5 日，离退休干部局党委在密云举办学习宣
分肯定，对部领导带头下基层、利用休息时间走访看望老同 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班。局党委委员、党支部委员、党小组组长
志，倾听老同志心声表示欢迎，对部党组坚持为老同志办实 等90 人参加，部直属机关党委工会主席、副巡视员董海安出席开班动员。
事、解难事，定期走访慰问离退休干部的良好传统表示感谢。
学习班上，离退休干部局局长西京传达了11 月26 日杨传堂部长在部党组中心组（扩
【文/图 综合处（党办）】 大）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离退休干部局党委副书记、副

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举办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班

局长汪宝良进行了开班动员。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
生导师李松林以《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为题，用
生动语言和大量事例，从三中全会突出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因，
《决定》
形成过程与总体框架，《决定》中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
措透视和全面深化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等四个方面，全面解读三中全
会精神，受到老同志的一致好评。
学习班分为四个讨论组进行座谈，大家紧紧围绕全会提出的全面深
化改革的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围绕当前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
问题和存在的 思想困惑，谈感受、讲体会。老同志普遍认为十八届三中
全会最大的亮点和最重要的创新所在,就是超越了以往的以经济改革为
主题,根据党的十八大对21 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未来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
总体布局的需求,进行“五位一体”体制改革的系统设计、顶层设计和总
体设计,这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转 2 版） 图：左图为学习班开班动员现场；右图为老同志认真听取专题辅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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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部机关离退休干部热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羊坊店党支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离退休干部羊坊
店党支部、活动室共同组织开展了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系列活动，在老同志中掀起学习高潮。一
是积极组织开展学习，党支部、活动室要求老同志自觉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等媒介收听收看全会新闻
报道，及时掌握全会精神；二是发放学习资料，在局党
委为离退休党员发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的基础上，支部为各位支
部委员发放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
问》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帮助支
委学习先一步、认识深一层；三是组织热点问题小组讨
【综合处（党办） 吴守恒】 论，在前期自学的基础上，13 名老同志参加了热点问题
小组学习，就全会公报、《决定》以及涉及的改革发展
黄寺第一党支部布置学习三中全会精神 任务展开了热烈讨论，进一步深化了对三中全会精神的
理解与认识；四是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学习传达十八届
11 月28 日，黄寺第一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
三中全会精神及杨传堂部长在11 月22 日部干部大会上
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并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的重要讲话。
精神作出布置。
【西城工作处 刘勤慧、邵振艳】
支部要求全体党员提高自学意识，主动收听收看全会有
关报道，支委、党小组长要带头先学一步、深学一层，结合
河沿党支部利用学习园地宣传全会精神
工作实际，进一步提高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发
为便于离退休干部及时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
挥正能量，保持先进性。
【黄寺第一党支部 芦玉文】 全会精神，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的决策部署，离退休干部河沿党支部近日制作了学习贯
黄寺第二党支部学习传达三中全会精神 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展板，在“学习园地”展出。
展板共分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
12 月9 日，黄寺第二党支部书记王玉臣在老干部活动中 次全体会议公报》（全文）、《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
心主持召开党员大会，学习传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系统部署—2020 年要取得的决定性成果》和《让改革
王玉臣书记结合实际，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旗帜在中国道路上飘扬》三个部分，为便于老同志学习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产生背景、基本构架以及全面深化 阅读，展板采用了较大字体印刷，并增加了“一张图读
改革的重大意义、总体目标、路径和时间表等十个方面谈思 懂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如何看待三中全会公报中的
想认识、讲学习体会。会议还就下一阶段学习宣传贯彻全会 九处新提法”等图示及专家解读内容。专题展板结构完
精神工作作出了安排。
整，内容全面，脉络清晰，深受老同志欢迎。
【黄寺第二党支部 曹右安】
【北城工作处 郑远才】
连日来，在直属机关党委和局党委的要求下，各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群众收听、收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报道，认真学习会议精神，老同志们深受鼓舞，反响热烈。
黄寺第一党支部书记芦玉文谈到，三中全会从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深化改革，这是我们当前深
入发展的热点、难点。黄寺第二党支部书记王玉臣总结出本
次会议的三个特点：一是上下呼应；二是点面结合；三是变
稳平衡。团结湖党支部书记王益萍指出，这次会议体现了我
们党敢于直面矛盾问题，敢啃硬骨头，勇涉险滩的特点。河
沿党支部书记郭枫谈到，全面改革贴近民生，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充分体现了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同心共筑中国梦”书画展

和平里活动室组织开展小型文体活动

翰墨书风雅，丹青颂盛世。近日，离退休干部局
“同心共筑中国梦”书画展在部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
开展。此次书画展是离退休干部局贯彻落实中组部通
知要求，开展“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系列活动之一，
共有29 位离退休干部的49 幅作品参展，其中年龄最
大的92 岁，最小的65 岁。参展作品中，书法作品苍
劲有力、浑厚娴熟，绘画作品栩栩如生、意境深远，
充分体现了老同志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书画功底，展
现了新时期离退休干部昂扬向上、积极乐观的生活态
度。部党组书记、部长杨传堂，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冯正霖对书画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
此次书画展由老干部活动中心承办，部机关老年
书画协会协办。
【黄寺工作处 王平】

近日，离退休
干部局北城工作处
和平里活动室组织
开展小型文体活
动，近60 名老同志
参加。局党委书记
窦燕萍应邀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共分为乒乓球、象棋、麻
将、跳棋和飞镖等五个项目，老同志们兴致勃勃，积极响应。
这次活动既是一次文体活动，又是一次老友聚会，老同志们
锻炼了身体、愉悦了身心、放松了心情，深受老同志的欢迎。
和平里活动室组织开展活动前，做了充分宣传，并通过
多种方式征求支部和老同志的意见、建议；活动中，工作人
员精心组织、热情服务，圆满完成了活动任务，受到老同志
的一致好评。
【文/图 北城工作处周晓雪】

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主办
（接 1 版）
这次全会释放出的改革力度前所未有，
《决
定》涵盖15 个领域、60 个具体任务，句句
是改革，字字有力度，经济体制改革将引
领全局，特别是把改革开放升华到重要法
宝的高度在党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大家
认为，改革任重道远，但是以习近平为总
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充满了信心。

图为分组讨论现场。

老同志一致反映，通过自学、辅导、
座谈，加深了对全会精神的理解，提高了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的认识，开阔了视
野，理清了思路，增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学习班准备充分，组
织有力，学习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样，
培训针对性强、学风严谨扎实，会风朴实，
没有会标、没有鲜花、没有酒水，体现了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成效。
最后，局党委副书记汪宝良就今后一
段时间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提出要
求：一是要系统学习，在深化理解上下功
夫，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不断引向深入；
二是要率先垂范，在宣讲上下功夫，把思
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为全面深化改革奠
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三是要联
系实际，在运用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体
现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成效。
学习班还通报了局专题民主生活会情
况以及下一步做好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
实、建章立制工作。
【文/图 综合处（党办）】

羊坊店活动室组织开展趣味文体活动
近日，离退休干部西城工作处羊坊店活动
室组织开展了趣味文体活动，活动共分为夹兵
乓球、投掷沙包、托球走、麻将连连看和汉字
听写等五个项目，共有30 余位老同志参加。
活动中，老同志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
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活动内容富有创意，特设
汉字听写项目，增添了文化气息，吸引了不同
年龄段的老同志参加。通过参加活动，既能锻
炼手、眼、肢体平衡，又能充分展示老同志乐
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家玩的很高兴，希望今
后多组织类似的活动。
【西城工作处 齐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