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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10日
毫不放松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随州中心大药房有限公司因原公章损坏，
原公章：随州中心大药房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即日起启用新章。

扬州顺平渣土车运输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开具给扬州顺平渣土车运输工程有限公司《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一式四联），发票代
码：142131926001，发票号码：00138789，金额：
122000.00元，声明作废。

黄赐宏遗失位于随县万和镇万和居委会
一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2011B]1263号，面
积：197.60平方米，声明作废。

曾都区就业扶贫供求信息
一、湖北金龙集团公司招聘：1、大区经理，负责制定区域

的市场开发、客户维护和销售管理工作；2、销售精英，40岁以
内、1-3 年的营销经验；3、外贸业务员，有相关工作经验优
先；4、车间班组长，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5、泵类技术工程
师，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6、质检员，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3000-5000 元；7、普工，男性 55 岁以内，女性 50 岁以内，有相
关工作经验优先，4000-5000 元；8、董事长秘书，协助董事长
处理日常事务，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9、安环部部长，三年以
上大型企业同岗位工作经历，5000-8000 元；10、体系管理人
员，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11、行政专员，男性、20-35 岁、汉
语言文学类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年薪 5-7 万元；12、保安
员，男性、18-25 岁，退伍军人及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优先，
3000-3500元。

联系人：刘先生 18771404211 张女士 15629992013
二、随州常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招聘：1、普工，45 岁以

下，男性，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4000-6000 元；2、自动化数
控操作工，技校以上学历，30 岁以下，男性，有相关工作经验
优先，4000-6000元。

联系人：叶部长 15972587022
三、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招聘：1、外贸销售经理，

22-40 岁，大专以上学历，国贸、市场营销或汽车相关专业，
英语四级以上；2、网络销售经理，22-40岁，会基本的网络操

作，市场营销或汽车相关专业；3、技术工程师、公告人员，
22-40 岁，机械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3500 元以上；4、
会计，22-40岁，大专以上学历，3000元以上；5、电焊工、装配
工，男性、45岁以下，6000元以上。

联系人：袁部长 13872883020（微信同号）
0722-3815268

四、湖北三环铸造股份有限公司招聘：1、车工（普车、数
控、卧车、加工中心），38 岁以下，中专以上学历，4500-8500
元；2、打磨工，55 岁以下，5000-8000 元；3、铸造、机加工程
师，大专及以上学历，机械、铸造或其他理工科相关专业，三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联系电话：0722-3580697
五、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招聘：1、业务人员，大专

及以上文凭，有相关工作经验；2、电焊工，有专用车制作经验
者优先，3000 元以上；3、装配工，有一定工作经验，3000 元以
上；4、厢式车制作工人，有钣金经验和电源车厢体制作经验
者优先，5000 元以上；5、技术人员，大专及以上学历，机械制
造专业及相关专业，3000 元以上；6、质控人员，大专以上学
历，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4000元以上。

联系电话：0722-3311188、13908663797
随州市曾都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地址：沿河大道 102号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4 月 8 日，城南新区永久村二组田
间，数个塑料大棚格外显眼，大棚里密密
生长的朵朵藓葱郁翠绿，一派生机盎然。

“朵朵藓喜阴湿，生长适宜温度在
20-26 度，光照方面比其他苔藓要求都
低，非常好种植。”正在大棚里除草的自
主脱贫户刘昌志介绍，朵朵藓外形短密
翠绿，非常适合做盆栽的铺面和微景观
中的山峦、坡地造型，也可以用作草地，
种植效益非常可观。

今年 41 岁的刘昌志是城南新区永
久村二组村民，家有 4口人，妻子陆望芹
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需长期服用药

物，家中收入微薄，还有两个年幼的
孩子需要照顾。由于缺技术、缺资金，
2015 年，他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为改变家中贫困的处境，刘昌志
到广东佛山务工，通过打零工、帮人
做装潢摘帽脱贫。

为了和家人团聚，2018年刘昌志
回到家乡。一次偶然的契机，刘昌志
及其家人得知朵朵藓能卖钱，就动了
心思。有心的他发现村里墙角、房顶
长有一簇簇朵朵藓，比较常见。通过
观察，他认为本地具备朵朵藓生长的
环境，决定尝试种植这个新品种。

说干就干。在村委会、扶贫工作
队的帮助下，刘昌志建起了大棚，并
在网上学习种植技术。通过不断摸
索，他由最初的试种植发展到开垦三
亩地专门种植朵朵藓，2019 年纯收入
达 5万多元，被村里评为年度“自强奋
进户”并获得奖励补助，这些都让摘
掉贫困户帽子的刘昌志在致富奔小
康的路上信心满满。

来到刘昌志家中，妻子陆望芹在
电脑前正熟练地敲击着键盘，快速地
回复着网上客户的咨询。据陆望芹介
绍，如今他们在淘宝上开了一家网

店、拼多多上开了两家网店，夫妻俩自
种自销加售后服务，销路不愁，收入有
保障，生活格外充实。“我家中两个女
儿，大的上初三，小的上小学三年级，两
个孩子都需要我照顾，现在我在家一边
劳作一边照顾孩子，还学会了打字做客
服，一家人能在一起，生活是越来越有
奔头了。”陆望芹淳朴的笑脸让人印象
深刻。

“在党委政府的引领和驻村工作队
的帮助下，我注册成立了花木清香农民
专业合作社，今年又扩增 4 亩地，准备
好好干一场。”刘昌志充满信心地说道。

阳春三月，春回大地。曾都区万店
镇横山村 170 余亩稻虾共作基地一

“旺”无际，工人们正在进行耕田、整
田、晒田、消毒、施基肥等农耕作业，一
片繁忙。

该村稻虾共作基地成立于 2019
年年底，由村集体投资建设，总投资
86 万元，建有水泥晒场 1200 平方米、
生活用房 4 间、仓库 2 间，道路、管网、
渠道、防逃网等基础设施齐备。

据村党支部书记谌详省介绍，自
基地建成以来，有 10 来批外地养殖户
前来实地考察，现已与潜江徐老板达
成初步合作意向，准备签订正式合同。

“潜江是全国小龙虾之乡，有丰富的稻
虾养殖经验、先进的育种技术和科学
的管理办法，与潜江养殖户合作是双
赢之举。”谌详省说。

这种稻田套养小龙虾模式，稻田
不用化肥、农药，水稻生长过程中产生
的微生物及稻田的害虫可为小龙虾提
供饵料，小龙虾产生的排泄物可为水

稻生长提供养料，形成一种优势互补的生物链，实
现“虾肥稻香、一田多用”。

据了解，该基地每亩每批可稳定产出 400 斤小
龙虾，稻谷亩均收入 1200 元，合计亩均收益 7200 元
左右。村委会每年收取不低于 17 万元租金，用于 43
户贫困户集体产业收益分红，人均年收入可达 4000
余元。

万店镇是农业大镇，围绕曾都区委建设“品质
随州示范区”工作要求，以“农业支撑”为立镇之本，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复耕，组织群众做
好个人防护，安全有序推进春耕备耕和春季农业生
产，不误农时，统筹抓好脱贫攻坚，为确保农产品供
应和农民增收、脱贫攻坚奠定坚实基础。

“下一步，将重点打造小龙虾品牌，提升产品附
加值，带领贫困户脱贫增收，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万店镇党委书记李晖表示。

变“草”为宝奔富路
——贫困户刘昌志的脱贫故事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流 通讯员 杨鑫 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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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孙雪平）近期，市供销社
针对我市农产品积压滞销情况，积极向省社汇报
情况、加强对接，通过开展市场走访摸排，加强
与农业部门联动，建立大宗农产品滞销大户名
册，其中包括养殖种殖户名单、联系人、电话、

地址、滞销品种、价格等信息，全力争取省供销社
对我市滞销农产品销售和春耕备耕农资供应等方
面的支持。

截至目前，省供销社共收购我市滞销鸡蛋
520.7吨，鲜香菇 7.8吨。

随县唐县镇砂子村花农日前正在给月季花除草松土。据当地村民刘保朝介绍，他们今年种植了40多

亩月季花，2个月后将迎来盛产期。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孙洪涛摄）

市供销社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促流通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3
月 23日，江西援随医疗队首批 369名
队员凯旋。4 月 9 日从江西省卫健部
门获悉，首批返赣队员两次核酸检测
全部为阴性，顺利平安度过了隔离观
察期，并于 4 月 8 日和 9 日先后回到
家中与家人团聚。

据悉，江西援随医疗队首批凯旋
的 369 名队员抵达江西省后，按相关
要求统一进行为期 14 天的隔离观
察，并在隔离期间先后进行了两次核
酸检测和一次 CT 拍片检测。结果显
示，369 名队员核酸检测全部为阴
性，随后统一启程从隔离点返回各自
所在的地市。

久别归家，援随医疗队员们终于
与家人们拥抱团聚，亲友们也纷纷为
他们准备了简单而温馨的欢迎仪式。
4 月 8 日上午 11 时左右，江西援随医
疗队队员、江西省贵溪市人民医院的
护士方佳与队友们一起回到贵溪市。
一大早，方佳的父母、爷爷奶奶等 8
名亲人便从老家驱车来到市区，在大
巴即将抵达的贵溪市政府广场等待。
下车看到一大家人来接她，方佳感动

落泪。
为这温馨的团聚而感动的，还有

远在千里之外的随州人民。“今天是
江西恩人们隔离最后一天，明天可以
和家人团聚了，恩人们辛苦了！”4 月
7 日，在“感染八区医患一家亲”的微
信群里，一位群名片备注为“感八区
59 床”的文姓女士说道。为方便新冠
肺炎患者在治疗期间和治愈出院后
咨询治疗、防控等方面的问题，曾在
曾都医院战斗过的江西援随医疗队
员们在离开随州前建立了这个微信
群。“最远的亲人，祝你们事事顺心！”

“终于与家人团聚，祝福！”文女士的
话一出，群内的随州市民你一言我一
语送上祝福，医疗队员们也将自己与
家人团聚的照片发在群里，与远在随
州的朋友们分享心中的喜悦。

江西援随医疗队的大爱驰援，随
州人民铭记于心，也一直惦记着他们
的健康和安全。在不少随州市民的
微信朋友圈看到，大家不约而同为
援随医疗队员们送上祝福，并再次
邀请他们带上家人朋友到随州来观
光旅游。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通讯员许卡佳）4月 9日，我市依法查
处了一起违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9 日上午，市禁鞭办接到群众举
报，在抖音 APP 上发现了一条短视
频：4月 8日上午，曾都经济开发区一
专业汽车制造厂在该厂门前举办开
业庆典活动，期间违法燃放了烟花爆
竹。接报后，市禁鞭办迅速组织市区
两级禁鞭办、曾都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北郊派出所、余家老湾村等单位
负责人赶赴现场调查处理。

工作人员走访调查发现，短视频
所显示事发现场不远处的垃圾箱内，

存有许多烟花爆竹燃放后的废弃物，
该厂厂区内部还摆放有开业用的花
篮。面对有关证据，该厂负责人承认
了违法事实。民警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后，石某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深
感后悔。

“在随州禁鞭区内燃放烟花爆竹
本身就是违法违规行为，拍摄视频上
传到网上到处传播，会给他人做出错
误的示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市禁鞭办副主任樊斌介绍，经调查核
实，该厂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将对直接责任
人和责任单位依法处罚。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斌、李华义）“今天
终于刷卡结算成功了，之前的问题出在第一
次的入院记录上，新旧卡号不匹配。”4月 1日，
广水市参保患者唐章荣在上海市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结算成功后，其家属高兴地跟该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人员分享着喜悦。

2月 26日，因疫情阻隔在上海的广水籍人
员唐章荣脑血管发生意外，紧急就医于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其子通过电话为其
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住院期间，因保管
不善，不慎将社保卡遗失，3月 12日出院时，不
能即时结算，发生的 10 万余元费用都要用现
金结算，大额的医疗费用本就压得唐章荣一
家喘不过气来，再不能得到报销，后续治疗就
成了大问题。

3 月 12 日，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该
市医疗保障局了解情况后，迅速与多个部门
联系，在交通受阻，银行、快递等相关服务业
尚未复工的情况下，相关部门纷纷开辟绿色
通道，为其紧急制作了一张社保卡发往上海，
并联系软件工程师解决了新旧卡信息不同步

的问题，第二次为患者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
收到新卡的唐章荣 3月 17日再次来到医院，还
是不能结算。在医院和广水医保部门反复测
试仍不能成功的情况下，3 月 28 日，广水医保
部门再次将问题反馈到湖北省医保软件工程
师进行排查。工程师经分析认为，这种情况可
能是该患者在就医地存在“单边账”信息造
成，需要上海市医保部门处理。在湖北和上海
两地工程师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查出问题根
源。在上海工程师将跨省异地就医平台上的
旧卡登记信息删除后，4月 1日中午，该患者在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结算成功，总
费用 106759.89元，医保支付 85267.05元，患者
实际自付 21492.84 元，实际报销比达 79.87%，
极大缓解了患者的后续治疗压力。

近年来，该市致力于解决异地就医人员
结算难题，先后与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建
设兵团建立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功能，累计
为 11000 余人次办理了异地结算业务，并实行
电话备案、网络备案等“一站式”服务，较好解
决了异地人员的就医和报销问题。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盼盼）4
月 8 日零时整，武汉正式解除离汉
离鄂通道管控。为了铭记这一时刻，
随州邮政分公司于当日启用战“疫”
主题戳记，用邮戳记录当下、见证历
史、致敬英雄。

此次启用的邮戳共计 9枚，5枚
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讲话
精神宣传戳，2 枚江西援随医疗队
纪念戳，2 枚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
院纪念戳，以此铭记必将载入中华
民族英雄史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斗争历程，致敬慷慨赴荆楚、白衣作
战袍，用医者仁心和血肉之躯托起
随州人民、湖北人民生命之舟的最
美逆行者。

上午 8 时许，随州市解放路支
局门口就有三三两两的集邮者前来
排队盖戳。来自曾都南郊办事处苏
家寺的集邮爱好者文家环手里拿着
40 余封写好了寄递信息的信封，每
一封上面都粘贴着他在《人民日报》

《湖北日报》《随州日报》上剪下来的
在抗疫战争中令人动容的文字或图
片，“这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我

想用这种方式向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为
随州人民拼过命的江西省医疗队白衣
战士们表达我的敬意！”

正在加盖邮戳的还有一位白发苍
苍的老人，他是来自随州市集邮协会
的集邮爱好者周子栋。“这是寄给我在
江苏、浙江、湖南等地的邮友们的，全
国齐心抗疫支援荆楚是今年最令我感
动的事，今天专门过来盖这个纪念戳
写下祝福寄给他们！”18 枚信封，40 几
枚明信片，老人盖得缓慢而有力。

据了解，市邮政分公司与市集邮
协会日常联系紧密，战疫主题邮戳启
用通知在“集邮协会”群内一经发布，
立即得到了邮协众多集邮爱好者积极
支持响应，纷纷表示要来现场加盖纪
念戳。由于疫情防控工作仍不可松懈，
为保证活动现场秩序，市邮政分公司
总经理阳海龙亲自到营业厅引导现场
的集邮爱好者们安全有序地集戳。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到来。在全国上下、城市之
间心与心相连抗击疫情的共同努力
下，英雄凯旋，春暖花开，写给湖北和
武汉的祝福，纸短情却长……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夏一菲、周

泽壹）“全线检查无异常、无缺陷，接
地线已拆除，人员已全部撤离现场，
线 路 具 备 送 电 条 件 ，可 以 进 行 送
电！”4月 7日，110千伏蒋神（蒋擂）线
跨桃园路大桥段迁改工程顺利完
工。

桃园路建设工程是随州市重点
市政工程，在建设中需架设桃园路
大桥，经现场反复核查，大桥修建好
后与原 110 千伏蒋神（蒋擂）线 G16-

G18段导线安全距离不足，需将该段
线路杆塔升高。

国网随州供电公司将 110 千伏
蒋神（蒋擂）线路迁改作为 2020 年重
点工程，迅速组织专业人员多次到
迁改段进行现场勘察，对施工方案
和防疫专项方案进行反复斟酌调
整。工程于 3 月 29 日开工，该公司组
织 3个小组的精干力量，科学合理安
排工期，加班加点进行施工，比原计
划早一天完成工程。

随州日报讯（见习记者杨仪凡）“女孩找到了！找到了！”4 月 7
日上午 11 时左右，随州高新区公安分局传来一个暖心的消息，从
十堰失联近 41小时的 15岁女孩李英（化名）在随州火车站被成功
找到。

当时，随州高新区公安分局白云湖派出所民警方俊博正在附
近进行搜寻。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赶往现场。看到女孩和家人
团聚后，方俊博才放下了一直悬着的心。“为了尽快找到女孩，这
两天几乎没休息，生怕女孩有危险。”方俊博说。

随后，女孩在父母的陪同下回到十堰，现身体状况良好。
4月 6日 23时 50分，李英父亲报警称其女儿离家出走，自 4月

5日 18时从十堰到随州后一直失去联系。
随州高新区公安分局白云湖派出所接警后迅速开展行动，组

织警力分组作战，四处寻找。据民警方俊博介绍，全所共出动民警
7 人，耗时 11 个小时。连续到随州高新区，曾都区东城、西城、北郊
四个辖区进行地毯式排查，全力搜寻，不漏掉任何可能去的地方。

通过联系随州市公安局技术部门提供技术侦查，最终于 4月 7
日 11时许在随州火车站将该女孩找到。

经了解，该女孩为十堰人，来随州见网友。见到女儿，李英父
母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我们很感激民警连日来的搜寻，凌晨还
在帮忙寻找女儿，真的非常感谢！”看到女儿平安无事，李英的父
母表示，接下来他们会让女儿先平复心情，也会和她好好沟通。

广水市跨省协作
成功解决异地就医结算难题

赴随见网友

15岁女孩失联41小时

369人核酸检测全阴

江西援随医疗队首批返赣人员
解除隔离回家

国网随州供电公司
提前完成线路迁改

随州邮政分公司
启用战“疫”主题戳记

我市查处一起违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现在，武汉已经解
除了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但防控
任务不可松懈。社区仍然是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重要防线，关键是要
抓好新形势下防控常态化工作。希
望你们发扬连续作战作风，抓细抓实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用心用情为群众
服务，为彻底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再立新功。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最前线。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 400 多万
名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在 65 万个

城乡社区从事着疫情监测、出入管
理、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
工作，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保障群
众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社区防控工作，多次
作出重要指示，对社区工作者给予
肯 定 ， 还 先 后 到 北 京 市 安 华 里 社
区 、 武 汉 市 东 湖 新 城 社 区 考 察 慰
问。近日，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的
全体社区工作者给习总书记写信，表
达了对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
以及继续坚守好阵地、履行好职责的
坚强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