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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29日综合新闻

敬 告
为方便客户就近

在随州日报上刊登分
类广告（声明、公告、售
房、售车、招租、注销
等），原随州日报社一
楼（沿河大道 122 号）
办理随州日报广告业
务不变。特此敬告。

联 系 电 话 ：
3312088
随州日报社广告中心

2020年6月18日

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0722）3321128 （0722）3814666

遗失声明
刘世义遗失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

车股份有限公司豪沃牌载货汽车底盘
合 格 证 ， 合 格 证 编 号 ：
YG173DLA2298972，车辆识别代码：
LZZ1BXNA4LN518645，发 动 机 号 ：
200107807037，声明作废。

郭立遗失武汉蓝天医院 2019 年
11月 12日开具的《湖北门诊医疗收费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142011913003，
发票号码：04963926，金额：14000.00
元，特此声明。

市中医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
健康热线：0722-3313000 3313560

中医相伴 健康相随 随州市烟草专卖局敬告
为维护卷烟市场秩序稳定，保护国家利益和消

费者合法权益，随州市烟草专卖局敬请广大群众对

我局依法行政、内部规范经营等活动进行监督；对

非法制造、贩运、窝藏、销售假冒卷烟行为进行举

报。凡经查证属实，我局将对举报人给予重奖，并

对举报人保密。

举报电话：12313
3224067(市烟草专卖局)
曾都：3589315、13908669526
广水：6236577、13972983980
随县：3339119、13908661500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通讯员向艳）6 月 28 日，全市妇女儿
童工作会暨两个规划终期评估工作
迎检动员会召开，总结近年来妇女
儿童工作成果，安排部署今年妇女
儿童和“两个规划”终期评估迎检工
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妇儿
工委主任林常伦出席会议。

近年来，我市稳步推进实施《随
州市妇女发展规划（2011-2020 年）》
和《随 州 市 儿 童 发 展 规 划（2011-
2020 年）》（以下简称“两个规划”），
妇女儿童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
卫生保健及法律保护等方面的权利
进一步实现，妇女的整体素质得到

较大提高，参与社会发展的层面不
断提升。

林常伦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妇女儿童
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妇女儿童
工作责任意识。要明确目标任务，着
力创新妇女儿童工作举措，不断优
化妇女生存发展环境，严格落实“儿
童优先”原则，充分保障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全力实现妇女儿童如期脱
贫。要坚持政府主导，不断提升妇女
儿童工作水平，压实政府主体责任、
增强部门工作合力、加强宣传教育，
抓好新一轮两个规划的编制调研，
加强妇儿工委及其办公室能力建
设。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程鹏）6
月 20 日，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
基地揭牌仪式在随县西游记公园举
行，西游记公园正式成为我省作家
协会文学创作基地之一。

因疫情原因，省作家协会为揭
牌仪式发来贺信，对西游记公园文
学创作基地挂牌成立表示祝贺，并
祝愿该基地依托独具特色的人文、
历史、生态景观，为广大作家、文
学爱好者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以
优秀的文学作品记录伟大时代、讴

歌发展成就，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据介绍，省作协将文学创作基地
设在随县西游记公园，是由于随县文
化底蕴厚重，特别是西游记公园立足
于西游文化，着力打造出具有中华传
统文化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享有

“东方西游记，西方迪士尼”的美誉，
也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我省的文旅融
合之路，为广大文学创作者提供更好
的创作环境，以文学魅力助推旅游发
展，实现文化和旅游的双赢。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

讯员卢林洲）今年 6月份是全国第 19
个“安全生产月”。6 月 24 日，市总工
会、市住建局联合举办鄂西北首届
建设行业安全技能竞赛选拔赛暨随
州市 2020 年建筑行业安全技能竞
赛，通过展示技艺、切磋技艺，进一
步提升全市建筑质量安全管理水
平。

此次竞赛由市总工会、市住建
局联合主办，随州市建筑市场管理
站、随州市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监
督站、随州市建筑行业工会联合委
员会具体承办，市建投公司、随州市
建筑业协会和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协办，是我市建筑行业第一
次举办的全市性安全技能竞赛，也
是目前我市举办规模最大的施工特
种作业人员技能大赛。来自各县市
区的 20 支架子工代表队和 15 支起
重工代表队 240名选手参赛。

市住建局负责人表示，建筑施
工特种人员是维系施工安全的重要

力量，住建部门充分认识建筑特种
操作技能在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中的
主导作用，着力培养一支技术过硬
的建筑特种作业队伍，为实现我市
建设施工项目快速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充分发挥好建筑特种操作技
能的各项竞赛工作，在全市建筑行
业营造一个崇尚知识、崇尚技能、关
注安全，学知识、学技能，用知识、用
技能，比知识、比技能的良好氛围；
充分利用好崇尚专业技能的长效机
制，用铁的纪律和手腕，坚决遏制施
工生产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稳
定大局，为平安随州建设营造安全
稳定的社会环境。

本次竞赛共产生建筑起重工和
架子工两个工种一等奖各 1个、二等
奖各 2 个、三等奖各 3 个、优秀组织
奖 6个。其中获得两个工种一等奖的
代表队由市总工会授予“随州市工
人先锋号”，并将参加 9 月份鄂西北
片区安全技能比赛。

全市妇女儿童工作再上新台阶

我市举办建筑行业安全技能竞赛

湖北省作家协会
西游记公园文学创作基地挂牌

落实落细防汛措施 全力以赴抗灾救灾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

特约记者鲍亚忠）道路中断、农田受
灾，民房被淹、人员被困……两日的
强降雨，随县多地受灾严重。

据该县不完全统计，截至 6月 28
日下午 16 时，该县共有 12.5 万人受
灾，房屋倒塌 106 户 231 间，紧急安
置 838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9.9万亩，
绝收 2.3 万亩，直接经济损失 2.7 亿
元。

面对灾情，随县各地各相关部门
齐心协力，动员一切力量抗洪抢险，彻
夜值守巡逻、排查安全隐患，疏散转移
群众、转运受灾物资，设置安全屏障、
防止洪水侵扰，筑起一个个抗洪抢险
的坚强堡垒。

小林镇各中小水库库满水溢，大
小河流河水暴涨，全体镇村干部下沉
一线，组织开展水情险情排查工作，并
在低洼地段、滚水坝、漫水桥等地段设

置警示警戒设施，安排人员值守，劝阻
行人车辆；均川镇部分地势低洼处房
屋被淹，各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帮助
转移受灾群众，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
安全；洪山镇凉亭河桥被淹没，该村退
役军人和热心村民自告奋勇、主动请
缨到桥口执勤，在大雨中为村民拉起
安全防线……

6 月 27 日至 28 日，该县主要领导
分赴各地指导防汛抢险，提出要做好

后续降雨洪峰到来的准备，所有党员
干部到岗到位，实行划片包保，做好重
点地段、重点区域、重点群体的安全
防护工作，做好安全隐患的清理、排
查和人员的疏散、转移工作，在必要
的地方设置标识标牌，做好人员值
守，危险地段禁止通行，尤其是做好
老人、贫困户、留守人员的救助工作，
全力以赴防洪救灾，力争把损失降到
最低。

随县全力抗击洪涝灾害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

刘诗诗、通讯员解超、李月

仙）6 月 27 日晚，随州市突降
暴雨，市区部分路段出现积
水现象，市民出行受到影响。市交警部
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全员
上路，从凌晨 3 时起顶着大雨坚守路
面，全面做好交通疏导工作，为市民安
全出行提供有力保障。

市交警部门密切关注积水情况，
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道路交通管
制情况和雨天行车安全提示，为群众

出行提供参考和指引。同时，按照“警
力跟着警情走，警力跟着路况走”的原
则，将警力、警车、警用装备最大限度
投入路面一线，加大了舜井大道文峰
中学段、汉东路、青年西路曾都一中
段、星光一路、交通大道香江加油站等
积水路段警力值守力度，视情采取封
闭道路、提前分流等管制措施，提醒驾

驶员和过往群众注意安全，帮助群众
通过淹水路段，全力确保广大市民群
众出行安全。由于部分地区积水较深，
部分车辆抛锚被困水中无法前行，周
围值守交警果断淌水推车，帮助群众
脱困，同时，劝阻涉水行驶的车辆绕道
行驶。

据统计，全市交警系统共出动警

力 600余人次，出动警车 100
余台次，指挥疏导 3000余台
车辆安全通过积水险段，救
助群众 200 余人次，捡拾车

牌 30 余副。在全体交警的共同努力
下，全市没有发生长时间、大面积的
交通拥堵，未发生因暴雨致人伤亡的
交通事故。

交警提醒，暴雨天行车，需降低车
速，慢转弯，忌急打方向，并减少变道
和超车，加大安全车距，尽量避开积水
路段。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

巧玲、通讯员李灿）6月 27日至
28 日，我市普降暴雨、大暴雨，
部分乡镇遭受特大暴雨袭击。
此轮强降雨过程影响区域广、
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
使我市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灾
情。

据随州气象、应急、水利
水文 6 月 28 日 8 时联合发布：6
月 27 日 8 时至 28 日 8 时，全市
平均雨量 154 毫米，其中随县
157 毫米、曾都 170 毫米、广水
135 毫 米 ；除 广 水 市 李 店 、太
平、杨寨外，其他乡镇均超过
100 毫米，200 毫米以上乡镇 14
个，其中 250毫米以上乡镇 5个

（余 店 283、三 里 岗 273、长 岗
272、殷店 272、马坪 265）。截至
28日 8时，全市累计雨量为 685
毫 米 ，较 去 年 同 期（387）多
77%，较历史同期（428）多 60%。

此次强降雨导致随县、广
水市、曾都区、随州高新区、大
洪山风景名胜区均不同程度
受灾，城镇内涝积水严重，房

屋进水，部分农房受损，农作物受灾。其
中，受灾较为严重的有随县三里岗镇、均
川镇及广水市余店镇。全市共发生各类地
质灾害 4 起，其中大洪山旅游公路 7 公里
处发生一起中型山体滑坡，目前暂未发现
人员伤亡。

灾情发生后，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随州
消防救援支队接到多起水灾、内涝警情，
迅速出动力量营救和疏散被困群众；城区
防办及时安排队伍对城区积水区域开展
排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派出专家对大
洪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公路滑坡体进行现
场勘查，开展应急处置。全市各级应急管
理部门和相关单位、各镇办正在进一步开
展灾情核查，指导开展救灾工作，努力将
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实习

生赵蕊斯）6 月 27 日晚大暴雨来袭。全
员紧急集结，雨夜全城巡逻，背出被困
人员，推出水中车辆，趟水扛出一箱箱
疫苗……在这场水灾救援中，市宏林
应急救援队这支专业的救援队伍再次
冲锋一线，全力展开救援，竭力保障受
灾人员人身安全，尽力减少因灾情导
致的财产损失。

27 日 17 时，市宏林应急救援队接
到市应急管理局通知后，28 名专业救
援人员和 40 多台大型工程救援设备
紧急集结待令。20 时，根据调度，宏林
应急救援队全员分 7 个组在城区巡

逻，排查安全隐患。28 日凌晨 4 点多，
城区多处开始大面积积水，巡逻队员
迅速在各处展开救援。

城东片区的雨水汇入随州文化公
园烈山湖后，经张家板桥渠注入白云
湖。短时大暴雨致张家板桥渠排水吃
不消，沿张家板桥渠周边的地势低洼
处积水严重。28 日凌晨 4 时许，文峰物
流园区临近张家板桥渠的一条巷道和
张家板桥旁的东城卫生院内积水已超
1 米深，部分人员被困。6 时许，宏林应
急救援队队长马国明和数名队员在现
场展开救援，将东城卫生院附楼一楼
公卫科的数名医护人员紧急转移，将

周边受影响的居民楼内需外出上班人
员和上学的学生背出积水区，将原本
在冰箱里冷藏保存的各类疫苗一箱箱
扛出转移。在文峰工业园区临近张家
板桥渠的巷道内，救援队出动大型工
程机械设备，配合随州电力公司员工
将积水区一处变压器关闭，随后将数
名商户安全转移。

28 日下午，宏林应急救援队全体
队员继续在随州城区积水严重区域及
随县均川镇等灾情严重乡镇展开救
援，进村组、厂房等，转移被困群众，搬
出厂区被水淹没的机械设备等。路遇
被困车辆，便主动上前帮忙将车推出

积水区。汗水加雨水，救援人员全身湿
透。

市宏林工程机械应急救援公司成
立 5年多来，组建了一支 100多人的应
急救援力量，拥有各类专职技术人员
28名，建立了救援装备信息数据库和救
援指挥调度平台。宏林救援队于去年
纳入省专业骨干应急救援队伍，接受
省、市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协调管理。救
援队先后圆满完成 2016 年曾都区洛
阳镇水灾救援、2018年随岳高速雪灾
救援、2018广水宝林隧道透水事故救援
等多次应急救援任务，成为我市关键时
刻可以倚重的一支重要应急救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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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林应急救援队全力开展水灾救援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刘冬、通

讯员姜伟南）6 月 27 日 下 午 至 28
日，广水市遭遇入梅后又一轮暴雨
袭击。该市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科
学应对，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全
力开展抗灾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据广水市气象部门监测，27 日
12 时至 28 日 15 时，广水国家站累

计降水量达 153.2 毫米，马坪、关
庙、蔡河、余店等 4 个镇降水量超
过 200 毫米。该市应急管理、消防、
水利、电力、交通等部门人员紧急
行动，分赴灾情严重镇办，积极开
展抗灾救灾，抢修受损水、电、路、
讯等基础设施，全面排查地质灾害
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努力降
低灾害损失。

受强降水影响，关庙、余店、马
坪、长岭等镇河道水位陡涨，部分道
路、塘堰损毁，水稻、玉米、花生等农
作物被淹，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
清路障、除淤泥、排积水，积极开展
生产自救。在余店镇兴隆街，部分居
民被洪水围困，该市消防救援大队
迅速开展消防抢险救援，现场成功
疏散被困群众 78户、213人。

广水积极开展防汛抗灾

交警冒雨全员上岗保安畅

6月 27日至28日，强降雨天气导致我市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阻塞交通和水毁道路现象。图为牛程公路随县殷店

镇江头店村水毁路段抢修现场。副市长吴超明深入各公路受灾现场查看灾情，指导灾后修复工作。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李文军摄）

（上接第一版）
正中午时，来自福建省的皇家泰食

品公司负责人陈茂坤带着上午临时赶
制的 600 多袋新鲜面包，从随州市区驱
车赶到均川二小临时安置点，将面包一
一送到群众手中。“我来随州 10 年了，
十年来取之于随州，也应该用之于随州，

只是尽一点儿绵薄之力而已。”在
群众的连声感谢下，陈茂坤道出了
自己身为一名普通人的赤子情怀。

截至 28 日 13 时 42 分，在将所
有受困群众妥善安置后，官兵、民
兵们才有了短暂的休息，在路边吃
上了当天的第一口热乎饭。

“救援来啦”

清水河畔抢险忙
（上接第一版）

铲土、装袋、转运、码齐、踩实
……大家挥汗如雨，越来越多的村
民扛着锹从四面八方赶来，加入抢
险队伍，没有指挥，大家争分夺秒地
干着。党员李学刚说：“快把这个口
子堵上。”喊声、雨声、水声回荡在清
水河畔。

清筑城村有 700多户 3000多人，
其中 500 余户常住在朱家河小集镇，
众多民房依清水河而建。清水河上
游有桃园河水库、清水河水库、安陆
龙王寺水库、龙冲水库。“朱家河小
集镇地势比较低，昨晚雨下得比较
大，我们村干部轮流值班，每两小时
换 一 次 岗 ，密 切 关 注 着 水 势 和 雨
情。”清筑城村党支部书记朱南平

说，“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清水河上
游，上面有七个组 100 多户村民，水
涨起来后，把通村公路淹了，30 多户
村民家进水了，他们全部转移到安
全地带了。”

电冰箱、电视柜被高高搁起，室
内地面上的水不停地往门外流。来
到十五组村民杨长明家，他正将一
些家具往二楼上搬。“我们这边地势
低，水最大的时候，屋里有十公分
高。”杨长明说，像他这样的村民有
八户，家里都进水了，人员都安全转
移了。

乌云散开，天空放亮，呼啸而至
的洪水丝毫没有褪去的迹象。忙碌
的村民脱下雨衣，拿起铁锹，铲土、
装袋、托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