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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 24日综合新闻

说明：本次共抽查市玉龙供水公司水样 13 份，检测结果全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的要求。

随州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湖北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随州监测站

2020年 10月 23日

随州市城市供水水质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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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随州监测站、随州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
局根据《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联合于 2020年 10月 19日对市玉龙供水有限
公司先觉庙水厂出厂水和 12个管网末稍水水质进行了抽样监测，现将抽查检
测结果公告如下：

遗失声明
杨娇霞、柯元兰遗失卓尔智城（随州）建设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2 日 开 具 的 房 屋 认 筹 收 据 二 张 ，收 据 号 分 别 为 ：
2037594、2037595，金额分别为：壹拾万元整（小写 100000.00
元），声明作废。

程荣遗失银行印鉴私章一枚，即：程荣印，声明作废。
艾万兵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21302600433285，声明作废。

电话：办公室（白天）3318596 总编室（含夜班）3327287 记者部 3327645 要闻部 3327915 副刊部 3319636 摄影部 3318286 随州市政府门户网站编辑部 3319656 随州新闻网 3319535 随州论坛 3323288
随州日报社大随传媒有限公司 3312088 随州日报社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3311288 随州市红宝石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3311869 印刷厂 3581559 零售每份 1.00元

人保社区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随州市开发区营业部
决 定 申 请 注 销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303MA48AURT7D，请各债权债务人 45 日内与本公司
联系，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人保社区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随州市开发区营业部
2020年 10月 23日

注销公告

一、拟推荐2017-2019年度湖北
省文明城市候选名单（1个）

随县
二、拟推荐2017-2019年度湖北

省文明村镇候选名单（34个）
随县洪山镇、随县厉山镇、随县均

川镇、随县澴潭镇柏树湾村、随县尚市
镇群金村、随县洪山镇温泉村、随县高
城镇梅子沟村、随县万福店农场凤凰
山村、随县万和镇邱家大湾村、随县三
里岗镇吉祥寺村、随县万福店农场黑
龙口村、随县草店镇金锣山村、随县淮
河镇白鹤湾村、随县唐县镇桃园村、广
水市杨寨镇、广水市郝店镇、广水市应
山街道八一村、广水市十里街道观音
村、广水市郝店镇白龙村、广水市武胜
关镇桃源村、广水市长岭镇泉水村、广
水市陈巷镇兴河村、曾都区府河镇、曾
都区洛阳镇、曾都区府河镇白河滩村、
曾都区府河镇杜家冲村、曾都区洛阳

镇龚店村、曾都区洛阳镇胡家河村、曾
都经济开发区周家寨村、随州市曾都
区淅河镇挑水河村、大洪山风景名胜
区长岗镇、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长岗镇
庹家村、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长岗镇喻
家湾村、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长岗镇大
洪山村

三、拟推荐2017-2019年度湖北
省文明单位候选名单（20个）

随州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随州市农业农村局、随州市民防办
公室、中共随州市委党校、随州市劳动
就业管理局、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综合执法支队、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随县教育局、随县城市开发投资公
司、随县社会养老保险局、随县高城镇
财政所、随县厉山镇勤劳社区、广水市
应山街道东关社区、广水市广水街道
办事处、广水市发展和改革局、曾都区
农业农村局、曾都区东城街道舜井道

社区、曾都区西城街道草店子社区、曾
都区南郊街道柳树淌社区、随州市曾
都区淅河镇财政所

四、拟推荐2017-2019年度湖北
省文明家庭候选名单（2个）

随州市曾都区北郊办事处楚风社
区周君蓉家庭

随州市大洪山城镇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喻桂莲家庭

五、拟推荐2017-2019年度湖北
省文明校园候选名单（9所，差额4所）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随县尚市镇中心小学
随县厉山镇第三初级中学
广水市实验初级中学
曾都区实验小学
曾都区北郊五眼桥小学
曾都区实验中学
随州市季梁学校
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心学校

随州市2017-2019年度
湖北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

拟推荐名单公示
根据《省文明办、省人社厅关于评选 2017-2019 年度

湖北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单
位（校园）的通知》（鄂人社奖〔2020〕25 号）精神，经自愿申
报、逐级推荐，严格把关,确定拟推荐 2017-2019 年度湖北
省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候选名单。
现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

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市委文明办反映。
公示时间：2020年10月24日至30日。
联系电话：0722-3593151
电子邮箱：516384247@qq.com
地址：随州市委大楼216室
邮编：441300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10 月
23 日，我市召开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加
强基层社会治理协调推进专项工作机制
第二次会议，调度掌握全市深化党建引领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就
下一步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督办。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甘国栋参加会
议。

会议通报了我市建立深化新时代党
建引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协调推进工作
机制以来，各成员单位重点工作任务落实
情况。各县市区、随州高新区以及工作专
班、成员单位代表等，分别汇报了前期工
作进展情况及下一步打算。

甘国栋要求，各地各部门在认识上要
再提高，充分认识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加
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工作上要再提质，着力抓好街道管理体
制改革工作、城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在职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及其他重点工作
任务落实；在责任上要再压实，工作推进
要更加注重部门联动、真督实导、风险研
判和务实有效，要按照各项工作的时间节
点，把深化党建引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与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推动市域治理
现代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等各项重点任
务结合起来，全力以赴抓落实、抓推进，将
各项任务完成好。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10 月 23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泽富带队专题
调研全市香菇产业发展。

刘泽富一行来到品源（随州）现代农
业、原木童农业、麒宝泉农业、裕国菇业等
公司了解香菇制品加工生产等情况，来
到鑫贝公司、随县殷店镇塔儿山菌种厂
等了解香菇集中制棒、菌种生产等情
况，来到曾都区洛阳镇九口堰村、随县
殷店镇鞍山村等了解香菇种植情况。在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刘泽富听取了全市
香菇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和相关意见建
议。他提出，要对接“十四五”规划，高标

准编制“十四五”期间全市香菇产业发展
规划；要补齐短板与不足，进一步放大随
州香菇产业发展优势；要优先优质保障全
市香菇产业发展的各方面要素，全力支持
香菇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助力随州香菇产
业转型升级。

随州是“中国香菇之乡”，随州香菇种
植规模及贸易出口额均居全省首位。香
菇产业是随州的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外
贸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共有香菇企业
180 多家，常年从事香菇产业人员超 30
万；2019 年全市香菇产业链产值超过 300
亿元。

我市推进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刘泽富带队调研香菇产业发展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通讯
员佘建伟）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
律，弘扬忠诚奉献担当正能量！10 月 19
日，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和团市委
联合主办的“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演
讲比赛晋级赛精彩开讲，选手们用绘声绘
色、饱含激情的演讲，展现当代青年在各
行业领域中的责任与担当、奋斗与梦想。

通过初赛层层选拔，当天来自全市
48个单位的 69名选手参加晋级赛。大家
围绕立足本职岗位作贡献，以真人真事和
真情实感，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抗疫战疫、

抢险救灾、助力精准脱贫、争做时代新人、
涵养家国情怀的感人事迹，抒发了爱国、
爱党、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展示了随州各
行业青年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良好风采
和不忘初心、逐梦前行、勇于担当、无私奉
献的精神风貌和使命担当。经过激烈的
角逐，12名选手晋级决赛。

前期，我市广泛动员青年党员和团
员、少先队员参与“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
代”主题演讲活动，推动“百姓宣讲”活动
接地气、入人心、有品位，引领广大青少年
立足本职作贡献、建功立业新时代。

我市举办“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主题演讲比赛

（上接第一版）
10 月 21 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名义向朝鲜平壤中朝友谊塔、桧仓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敬献花篮仪式先后举行，
我国驻朝鲜大使李进军率全体馆员及其他在朝中方

人员代表出席。
近日，朝鲜以多种形式隆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10月 21日，朝鲜劳
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前往桧仓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敬献花篮。同日，朝方

以金正恩名义向平壤中朝友谊塔敬献花篮，并
于 10 月 22 日分别向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敬献花篮。朝鲜党政
军相关机构也向平壤、桧仓两处纪念设施敬献
了花篮。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70 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

辈革命家为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
共和国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气
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及所有为
这场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烈士们的功绩彪
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所有健在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老战士、老同志、伤残荣誉军人，向当年支援抗美
援朝战争的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参战支前人员，向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属、军属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表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党、政府、
人民关心、爱护、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朝两国人
民和军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成了伟大
战斗友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友好
组织和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给予
了有力支援和支持。习近平代表中国党、政府、军队，
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
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饱受列
强侵略之害、饱经战火蹂躏之苦，更是深深懂得战争
的残酷、和平的宝贵。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
业待举，中国人民无比渴望和平安宁。但是，中国人
民的这个愿望却受到了粗暴挑战，帝国主义侵略者
将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头上。抗美援朝战争，是在
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
争。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
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
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
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
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新
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
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
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中国人
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
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

地位；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实现了由单一
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极大促进了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
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
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
到极大鼓舞，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
业。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
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
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
心的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
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
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
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
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习近平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
永续传承、世代发扬。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
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无论时代
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
族力量。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
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
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

习近平强调，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60 多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历史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今天，我们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光明。铭记伟
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必须坚持推
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必须加
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必须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面
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应
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当今世界，

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都是根本行
不通的。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的方式都是根本
行不通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
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
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
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永远
不称霸、不扩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
们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决不
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
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
头痛击。

李克强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巨
大贡献，深刻阐述了抗美援朝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
代价值，精辟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启示，郑重
宣示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统一、维护地区和世界
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立场和
决心，强调要铭记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大家要
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的抗美援
朝精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大会在激昂的
歌声中结束。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大会。

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等代表，中央
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
大会。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