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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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市中医院特邀湖北省中医院赵焰

教授、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夏文广教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田峻教授、武汉市第一医

院马艳教授、武汉市第四医院陈钢教授、武

汉市第九医院刘跃斌教授于 10月 16日上午

8 点半莅临我院康复医学中心（门诊五楼）

授课、坐诊，敬请各位病友前来咨询就诊。

咨询电话：18271511425

医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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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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遗失声明
广大市民朋友：

为切实做好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提升我市疫情应急处置能力，按照湖北省卫
生健康委《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全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检验性应急演练活动的通知》要求，10
月 17 日-23 日，我市将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系列应急演练活动。

应急演练将选取部分社区、医疗卫生机构、
酒店、集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现场开展拉警戒
线、穿戴医疗防护装备、开展环境消杀、集中采
样、转运病人等活动。

敬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保持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不要恐慌，不传谣、不信谣。

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 10月 17日

广 水 市 应 山 日
盛木球厂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J5354000264001，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账
号 ：
42001813736059969
666，开户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水支行，声明
作废。由此引起的全
部责任，由本单位承
担。

关于随州市开展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演练活动的公告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10 月 17 日，圣迦美第二届“百名疤
痕儿童公益治疗”活动启动仪式举
行。

市慈善总会会长袁慧敏、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敖继霞出
席启动仪式。

烧烫伤是生活中常见的意外
伤，严重烧烫伤儿童不仅要承受身
体的剧痛，而且大都面临着伤后心
理重建的挑战。为了让这些孩子恢
复身体健康，走出心理伤害的阴影，
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市慈善总会、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市民营医
疗机构协会共同发起第二届“百名

疤痕儿童免费救助”活动，将为 100
名烧烫伤疤痕儿童提供免费治疗，
帮助他们修复身体上的伤痕、重拾
自信。

据悉，在 2018 年儿童节我市启
动了第一届“百名疤痕儿童免费治
疗公益活动”。截至今年 9 月底，全
市已有 100 余名烧烫伤儿童在活动
承办方机构圣迦美疤痕修复中心、
长生堂皮肤病专科门诊部等进行了
有效的疤痕修复治疗。活动主办方
表示，希望通过此项公益活动，让全
社会关注和关爱疤痕儿童成长，也
呼吁更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参与
到随州慈善事业中来。

第二届百名疤痕儿童
免费救助活动启动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彭
晓华、通讯员程淇、张子成）10
月 17 日 ，是第七个国家扶贫
日。广水市在印台山广场组织
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引导贫
困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退捕渔民等群体就业，为群
众送岗位、送政策、送信息、送
服务。

当天，三峰透平、圣元建筑
装饰、珠海藤仓电装、上海好丽
友食品等 40 余家市内外企业
进场招聘，提供研发工程师、财
务会计、电焊工、保安、收银等
各类就业岗位 4000 多个，吸引
1800 余人进场求职。招聘现场
设置了政策咨询区、技能展示
区等功能区，通过工作人员现
场解答和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为求职者提供技能培训咨
询、创业政策咨询、就业岗位指
导等服务。活动现场，求职者与
企业人事经理进行面对面交

谈，听取企业详细介绍，表达就业意向。
“没想到我四十多岁还能在‘家门

口’找到合适的工作，真是太好了！”该
市蔡河镇老虎岗村 3组村民易新和现场
签订了劳动协议书，成功入职圣元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据了解，此次招聘
活动现场发放就业创业、技能培训、企
业岗位信息等宣传资料 3000 余份，现场
达成就业意向 650人。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杨仪凡 通讯员 尚佳 晓奎

优势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曾都区洛阳镇本土产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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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党（工）委宣传部门，市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市委
宣传部组织我市宣讲团宣讲专家围绕近期理论热
点问题精心备课，形成了一批宣讲课程，主要内容
有：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民法典解读、宪
法实施、市域治理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等。现向全市各地各单位推荐，为各级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各单位理论学习提供点单宣讲
服务。

各地各单位如有宣讲需求，请联系市委宣传部
理论科。联系人：柯黎鹏，联系电话：3593152。点单
宣讲课酬由点单单位按照市财政局相关规定支付，
宣讲情况报市委宣传部备案。

中共随州市委宣传部
2020年 10月 12日

姓名

胡洪波

揭 冰

余 洋

李伟业

杨世勇

王海涛

李居正

姚 瑶

单位及职务

市档案馆馆长、教授

市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

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主任、讲师

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市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市委政研室主任

市委党校副教授、理论教研室主任

宣讲题目

思想的旗帜 行动的指南——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引领新时代的思想旗帜——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思想的指引 行动的指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体会

《民法典》亮点解读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

弘扬宪法精神 加强宪法实施

坚定制度自信 奋力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关于开展点单宣讲活动的通知

10月 16日，广水吴店镇卫生院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大型义诊活动，派出 3个义诊小组，深入 15个村（社区）对所有
贫困群众上门义诊，免费体检，送医送药，讲解健康保养知识，落实健康扶贫政策，为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随州日报通讯员程淇、李通哲摄）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增收在于产业，没有产业就是无源
之水。

今年以来，曾都区洛阳镇在脱贫攻
坚的道路上，坚持把“产业强镇”作为发
展战略，着力聚焦本土实际，不断发展
优势产业，有效带动贫困村民脱贫增
收。

在一系列特色产业的带动下，目前
洛阳镇群众每年每户平均可增收 5000
元。2019 年，全镇贫困村整体脱贫出
列。

香菇撑起致富伞

制棒、采摘、增种、补架……仲秋时
节，正值秋菇生产的黄金时期，走进洛
阳镇邱畈村香菇扶贫共创基地，一排排
香菇种植大棚整齐坐落，排列有序的菌
袋上面长满了大大小小的香菇，数十名
菇农在各自的大棚里忙着采摘香菇
……“我们每天从早上 6 点一直干到晚
上 8点才收工，力争卖个好价钱。”建档
立卡贫困户孔春梅说。

近年来，洛阳镇紧紧依托香菇种植
优势，大胆探索，主动作为，探索出“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模
式。在经营上，采取村级统一流转土
地、统一搭建香菇大棚、统一点种制袋、
统一技术服务，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主管

理、自主受益的“四统一两自主”模式。
在利益联结机制上，采取村集体统一流
转农户土地，贫困户从土地租金中获取
收益。同时，该镇还集中制袋，提高出
袋效率，减少了种植风险。

目前，全镇共发展香菇扶贫基地 4
个，辐射带动 12 个贫困村。近年来，累
计建设生产大棚达 2000个、烘干设施 6
座、冻库 20 座，全镇香菇生产量累计达
500 余万棒，产值达 5000 余万元，吸引
700 余贫困户参与到香菇生产中来，每
户平均增收 1万元以上。

虾稻拓宽增收路

“今年已经收获小龙虾 1600 斤。”
10 月初，洛阳镇金鸡岭村建档立卡贫
困 户 黄 青 木 介 绍 今 年 的 收 入 。 2017
年，黄青木在村党支部书记郭金洲帮助
下发展了 8亩小龙虾养殖池，2018年已
经成功脱贫。

2019 年，金鸡岭村以土地入股的
方式大力发展小龙虾养殖。在能人大
户的带动下，村集体 150 余亩闲置土地
入股，实现了“土地”变“股金”，全力盘
活村集体经济，促进村民和村集体增
收。

该村还积极探索种养结合、虾稻共
生、虾稻互补的生态农业生产模式，采

取“养殖大户+农户”的种养模式，让养
殖大户为有养殖意愿的村民提供免费
的“虾稻”养殖技术培训，增强他们的养
殖意愿和信心。在传统种植的基础上，
虾稻种养每亩可增收 5000元左右。

有了金鸡岭村的成功经验，洛阳镇
便把稻虾综合种养作为产业扶贫重要
途径在全镇推广。目前，该镇已发展虾
稻基地 2000亩。

银杏树变摇钱树

洛阳镇有丰富的银杏树资源，千年
银杏谷坐落于此。

银杏是集食用、药用、材用、绿化、
观赏于一体的中华国宝，尤其是树叶中
的“黄酮”成分胜过黄金，可用于医药、
食品、化工等，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哪有守着“金矿”饿肚子的道理？
今年来，随着千年银杏谷旅游产业的逐
渐成熟，洛阳镇开始挖掘银杏旅游之外
的价值。

该镇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模式，引导农户在房前屋后、荒山荒地
等处“见缝插针”式种植银杏树，大力推
广银杏叶产业。

在销路上，合作社与银杏叶深加工
公司定点收购，根据市场行情设定保底
收购价，在市场价格上涨情况下，收购

价格随之上调，确保种植户收益。
目前，全镇已发展银杏采叶苗圃

2000余亩，年产值达 1000余万元，已带
动 200余贫困户增收。

林果扮靓幸福园

“除了 30 亩冬桃，今年我们又发展
李子园 90 亩。”9 月 2 日下午 3 点，曾都
区委宣传部驻洛阳镇胡家河村第一书
记王永洲正在李子种植基地指导村民
在林间套种吊瓜。

近年来，洛阳镇依托旅游发展优
势，围绕旅游发展特色产业，形成集

“观光、采摘、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
旅产业发展模式。成立专业合作社，
吸纳贫困户以土地、资金等形式入股，
根据集体和个人出资份额，量化股份，
写进合作社章程，待产生收益后进行分
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林
果为主的特色农旅产业，为实现洛阳小
镇“全域旅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猕猴桃、软籽石榴、黄桃、泉水柑、
李子、蓝莓、双臂梨……春天百花竞放，
秋天瓜果飘香。

目前，洛阳镇已发展集观赏、采摘
于一体的各类水果园 2000 余亩，已成
功带动 200余户贫困户就近务工。

市级宣讲团点单宣讲菜单（排名不分先后）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万元）10
月 14 日，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负责人下沉到随州高新区吴家老
湾社区，和社区干部共同探讨基层
党群服务中心如何更好地开展便民
利民服务事项。

今年以来，市政数局借党员干
部下沉社区之机，推动政务事项下
沉，让群众切实享受到“互联网+政
务服务”带来的便利。加强乡镇和街
道党政综合（便民）服务机构与服务
平台建设，加强村（社区）综合服务
站点建设，不断完善乡村政务服务
中心集中服务模式。

推动政务网络覆盖到基层，电子

政务外网市、县、乡、村四级全覆盖，接
通率 100%。环网保护为市直部门各
系统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提供了畅通
的网络通道。自建业务办理系统与市
级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数据共享
等平台全部对接连通，实现了“网络通、
数据通、业务通”。

将热线服务延伸到基层。陆续
整 合 18 条 服 务 热 线 到 现 有 的

“12345”平台。加快推进市 12345 在
线平台和市直部门、县 (市)区一体
化建设。目前，市人民政府网“12345
热线”版块和“12345 在线”微信公
众号都已开通，群众可多渠道提交
诉求，实现了“一号对外”。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徐斌）10
月 17 日，省摄影家协会基层摄影辅
导小分队来到随州，为随州摄影家
协会的 60 多名学员进行两天的专
业培训。

培训期间，第八届中国摄影金
像奖得主、人民摄影“金镜头”年度
杰出摄影记者、中国文联、中国摄影
家协会“德艺双馨摄影师”周国强和
湖北省摄影家协会顾问、三峡大学
特聘教授、佳能（中国）特聘讲师、华
为特聘摄影师李亚隆结合各自的摄
影经历，就拍什么和怎么拍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湖北摄影

家协会摄影后期讲师孙斌就学员作
品进行了实例操作讲解；湖北省委
党校教授王能应结合文艺的意识形
态属性，为学员们指明了主题文艺
创作的方向。

据省摄影家协会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活动是落实 2020 年湖北
省文联文艺人才培养实施方案的一
项举措，目的是通过系统学习培
训，发掘和培养一批基层摄影骨
干，为我省摄影事业的繁荣发展提
供人才队伍和理论支持，积极推进
我省基层摄影队伍整体业务素质提
高。

省摄协基层辅导小分队
走进随州

市政数局
推动政务服务下沉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峥峥、张
亦飞）10月 8日，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开展开放体验活动，
随县均川镇中心幼儿园师生一行
30 人作为首批体验者参与了活动。
大家参观了艺术长廊、同上了律动
音乐课、舞蹈互动课，最后现场体验
了实践陶艺制作，大朋友和小朋友
们一起玩“泥巴”，笑声充满了整个
活动现场。

均川镇中心幼儿园老师张园园

说：“施素雅老师的课前律动、课中
游戏，把枯燥无味的理论课程变得
那么生动有趣，让我们在玩中学、学
中玩；程义文老师带领我们体验泥
土与清水的凝合，让我们感受陶艺
和创意的无限魅力！”

活动最后，双方就基础教育教
师培训进行了深入研讨。此次活动
的开展有效促进了学前教育专业

“校园合作”，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更
加精准地服务地方。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石倩夕）近
日，曾都区审计局制定了《信息宣传
工作量化考核考评办法》，从工作目
标、任务分解、审签流程、考核方法、
结果运用等五个方面对信息宣传工
作作出了具体规定。

《办法》要求充分发挥信息宣传工
作在提升审计质量和水平、服务宏观
管理和决策、扩大审计工作影响、促进
审计事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

信息宣传工作与审计业务工作同部署、
同推进、同落实，有计划地安排对口
股室挖掘亮点信息，调动审计人员撰
写信息宣传稿件的积极性，确保信息
质量，防范宣传风险，讲好审计故
事，不断扩大审计宣传工作的感染力、
影响力。《办法》明确，要对信息宣传工
作实行一月一通报、一季度一总结、一
年一考核，以考核的形式强化审计信
息宣传工作。

随州职院开展
学前教育专业开放体验活动

曾都区审计局
着力加强信息宣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