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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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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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强富强 民主民主 文明文明 和谐和谐
自由自由 平等平等 公正公正 法治法治
爱国爱国 敬业敬业 诚信诚信 友善友善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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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 26日综合新闻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随州市分公司
位于随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编钟大道吴家
老湾村〔随开·国用（2008B）第 380 号〕地块
即将开工建设，请未经同意擅自占用该地
块的单位或个人，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内即 2020年 10月 30日之前，自行清除场
地内的杂物（含集装箱）、临时建筑物、车
辆、种植作物等。逾期不清除的按遗弃物进
行处理，我公司将依法会同有关部门进行
清除，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占用人承担,
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我公司将对大门
上锁，期间如需开门清场，请拨打联系电
话，我公司安排人员开门配合。

联系电话：

0722-3242880

13908669669（王先生）

13581403088（王先生)

特此通告。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随州市分公司

2020年 10月 20日

清场公告

一、鉴定时间

2020年 10月 26日-2020年 11月 6日
二、鉴定地点

曾都医院门诊
三、鉴定病种

脑血管意外后遗症、高血压病 (伴有心、
脑、肾等重要器官损害)、冠心病、糖尿病(伴并
发症)、慢性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 (包括白血
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帕金森氏病、重症肌无
力、晚期肝硬化、精神分裂症、癫痫、器质性心
脏病(伴二度心衰)、慢性阻塞性肺病(重度)、再

生障碍性贫血、类风湿性关节炎(含强直性脊
柱炎)、慢性重症肝炎抗病毒治疗等。

四、携带资料

二级及以上医院有关高血压病等十七种
特殊慢性疾病有关住院资料（出院记录）、社
会保障卡复印件、一寸免冠照片 2 张。若增加
病种的另需携带特殊疾病专用证。

五、注意事项

（一）参加鉴定者必须是曾都区享受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员（城乡居民特
殊慢性疾病鉴定时间另行通知）。

（二）已鉴定的不需要重复鉴定。
（三）本次鉴定只收资料进行鉴定。
（四）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建议广大

参加鉴定的职工错峰交纳资料。
10 月 26 日-10 月 30 日收取企业、灵活就

业人员资料；
11 月 2 日-11 月 6 日收取行政、事业单位

人员资料。
咨询电话：0722-3323986

曾都区医疗保障局

2020年 10月 21日

曾都区医疗保障局
关于开展曾都区城镇职工门诊特殊慢性疾病鉴定的通知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

讯员黄军、倪明）10 月 21 日，省住建
厅调研组来随开展“下沉企业、助企
纾困”第三轮活动，调研了解我市常
态化疫情防控下，聚力聚焦建筑业和
房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以及
助企纾困等工作情况。

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市住
建局、市城管执法委、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等单位负责人关于助企纾
困、惠企政策落实、行业发展，以及

“十三五”规划落实和“十四五”规划
编制情况汇报，就规划编制工作征求
参会各单位意见；召开住建企业座谈
会，听取建筑企业、市政企业、房地产
开发企业和物业企业代表座谈会，了
解企业生产运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
难和问题。省住建厅相关同志反馈了

“下沉企业、助企纾困”前期活动收集
问题解决落实情况。

调研组认为，随州市住建系统及
相关单位高度重视助企纾困等工作，
组建工作专班，上门对接服务，认真
落实惠企政策，并结合实际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住建企业复工复产、疫后重
振的具体措施，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建议我市住建系统及相关单位
紧紧围绕国家、省相关战略和政策，
进一步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聚焦公共民生服务和保障、生态环境
治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和城市
功能综合提升等方面，通盘考虑、统
筹谋划一批重点项目，以争取更多政
策和资金支持，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城市高质量发
展。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讯员樊涛）为统筹做好 2020年秋季校
园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自 8月下旬开始，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
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印发《随州市 2020 年学校疫情防控与食品安全
隐患排查工作方案》，成立联合检查组，对全市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学校疫
情防控与食品安全进行了隐患大排查，全力守护校园食品安全。

本次检查重点围绕严把食品安全校（园）长责任制落实关、食品和食
品原材料采购贮存制度落实关、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落实关、食品加工操
作规范落实关、餐饮具清洗消毒保洁制度落实关、校园食品安全综合治
理法定责任落实关等六个方面内容，按照学校自查、县（市、区）全面检
查、市级随机抽查的方式展开。

截至目前，全市共检查校园周边 200 米范围内食品超市、小副食店、
小餐饮店和小摊贩 1269 家、学校食堂 620 家，食品监督抽检 142 批次，发
现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问题 358个，学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 57家，下
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181份，约谈责任人 8人次、行政立案查处 3件，没收问
题食品 8.5公斤，罚没金额 1.4万元，消除了安全隐患，有效防范了学校食
品安全风险，确保了全市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顺利复学复课和广大师生饮
食安全。

在曾都区何店镇王家河居委

会，居民们遇到困难总会想到居委

会热心肠的“娟姐”，家里有什么生

活需要，找她帮忙准没错。

“娟姐”是王家河居委会妇联主

席顾娟。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顾娟奔忙在防控疫情第一线，政策

宣传、人员摸排、寻医问诊、物资采

购，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娇小却

坚毅的身影。

为了全力做好疫情群防群控，

顾娟把辖区内的巾帼志愿者们都发

动了起来。在她的号召下，20余名巾

帼志愿者自发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每天在辖区的大街小巷奔忙，挨家

挨户走访、张贴倡议书、讲解防疫知

识、义务开展环境整治，为疫情防控

工作撑起了半边天。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10 月 23 日，市直单位前三季度招商
引资工作调度会召开，通报了前三
季度市直单位招商引资工作情况，
分析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安排
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三季度市直
单位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成绩，坚
定发展信心。同时指出，工作中仍存
在招商重视程度不平衡、招商资源
利用不均衡、招商工作质效不平衡
等问题。各单位务必抓住年底最后
冲刺时间，聚焦对表、奋力赶超，提

高招商实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
项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市直各单位要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结合各自工作实
际，统一安排部署，强化工作责任，
扩大“全员招商”成果；要主动出击、
寻求商机，做好项目跟踪服务，多途
径、多渠道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要强
化部门配合，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招
商引资工作效率和质量；要强化督
办考核，以考核促进履职尽责，调动
各方工作积极性，确保招商引资工
作取得实效。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杨仪凡、

通讯员王莉）10月 23日，全国减轻企
业负担政策宣讲周暨清欠攻坚专项
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我市减负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有关单位负责人
在随州分会场参加。

审计署介绍了今年清理拖欠账
款审计情况，浙江省经信厅、湖北省
经信厅交流了减轻企业负担、清理拖
欠账款的经验做法，中国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中心发布了 2020 年全国企业
负担调查评价报告。

会议指出，减轻企业负担、清理
拖欠账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也是推进“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手段。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
作要求，出台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的政策措施，抓好减税降
费、整治涉企收费、优化营商环境等
各项任务，确保企业真正得到政策实
惠。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务求实
效，组织抓好宣传周活动，加大相关
政策和工作措施的宣传力度。要聚焦
难点，降低制造业负担，降低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负担，提升减负治理
能力，确保完成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
款目标任务。要锐意进取，精心谋划

“十四五”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全面完
成今年减轻企业负担各项工作，为纾
解企业困难、提振企业信心、促进经
济平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救命啊，救命啊……”10月 12日中午 12
点左右，国网随州市曾都区供电公司淅河供
电所员工李桂荣、佘国春在淅河镇虹桥村 3
队施工时，听到不远处突然传来呼救声。闻声
望去，一名女子正在小堰塘中拼命挣扎，并逐
渐往堰塘中央漂去，眼看着就要沉了下去。

当时，李桂荣、佘国春正在黄河口村台区
进行更换金具、放紧线施工工作。情况紧急，
人命关天，李桂荣、佘国春急忙停下手中的工
作，一路跑到堰塘边，手机都没来得及掏出，
李桂荣便纵身跳入水中。

水温很低，水深三四米。李桂荣奋力游到
落水女子身边将她托起，在离岸近一点的地
方，佘国春紧紧拽住女子的胳膊，连续两次发力，
合力将她推向岸边，成功把落水女子救上岸。

上岸后，在了解到这名女子身体并无大
碍，只是呛了几口水、受了点惊吓后，李桂荣、佘
国春两人便穿着湿透的衣服，匆匆离开现场。

事后了解到，这名落水女子名叫黄福年，
是淅河镇虹桥村的村民。当天中午她在小堰
塘洗衣服和被子，洗到第三盆时，由于湿透的
被子较沉，把脚下的石头压翻了，不慎跌落水
中。当时正是中午吃饭的时间，四周没有路
人，如果没有李桂荣、佘国春出手相救，就要
酿成惨剧。

“李师傅、佘师傅，太感谢你们了，你们是
我的救命恩人！”10月 13日，黄福年多方打听
到李桂荣、佘国春是淅河供电所的员工，找到
两人当面表示真挚的谢意。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通讯员孙

增）“为我们上学路上保驾护航，是我们最贴
心的守护天使。”10月 17日，曾都区鹿鹤学校
学生张谌将一面“赠 18路公交车全体司机叔
叔”的感谢锦旗送到了市公交公司。锦旗背
后，是 18路公交首班车为了一名学生两次调
整时间、提前 30分钟发车的暖心故事。

张谌家住曾都区铁树社区，在今年秋季
新建成开学的鹿鹤学校读五年级。因家中不
便接送，每天早上需乘坐 18路公交车自行上
学。以前 18 路公交首班车早上 6:30 从曾都一
中发车到电商产业园返回，因返线路程较长，
返程经过铁树社区时往往已是 7:20 多，而鹿
鹤学校早上到校时间是 7：30，张谌也因此多
次 上 学 迟 到 。开 学 后 不 久 ，张 谌 的 家 长 打
12345 市长热线反映了这一情况。得知信息
后，市公交公司迅速核实了解详情，并于 9月
中旬两次调整后，最终将 18路公交首班车提
前至 6：00发车，确保张谌上学不迟到。

18 路公交车车队队长蒋坤远介绍，第一
次将 18路公交首班车调到 6：08发车，后来张
谌还是偶尔会迟到，再次讨论后，定为提前至
6：00 发车。除了首班车，接下来的几班车发

车时间保持不变。“有时候当公交车到站了，
张谌还没到，我们轮流值早班的 19名 18路公
交司机，都已经习惯了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
等一等这个孩子。”

“真的没想到，公交会为了一个孩子提前
发车！”张谌的妈妈谌女士说，自己一家也是
去年底才从深圳回老家随州定居，而这次的
事也让自己感觉到了随州城市的温度和为民
服务的用心。

当前我市共有公交线路 20 条、公交车
430 多台。据悉，近期市客管处、市公交公司
组织专班分批走访了城区各学校和部分公司
等，征集汇总乘车出行需求，下一步计划与学
校、公司的上下学（班）时间对接，优化公交运
行时间和线路，进一步满足市民公交出行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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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调整发车时间

18路公交首班车暖心送娃上学

市直单位前三季度
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召开

省住建厅调研组来随调研
助企纾困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我市收听收看
全国减轻企业负担电视电话会议

近日，工商银行随州分行立足随州常态化疫情防控实际，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持

续宣传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的复杂性、隐蔽性和危害性，全面揭示买卖、出租、出借账

户、银行卡及身份证件等相关资料的社会危害，提升社会公众自觉远离跨境赌博、电信网

络诈骗的意识，增强抵御不法行为侵害的能力。 （随州日报通讯员工萱摄）

（上接第一版）

“推进疫后重振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良好的政治生态是重要保证。”该局
提出，以配合中央第二巡视组巡视湖北为
契机，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全面系统梳理年初各项省定、市定
责任目标，发扬抗疫精神，查漏补缺抓
好 落 实 ， 以 打 好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和

“十三五”收官战为目标，考好夺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期末
考”。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通讯员罗敬芳香）为进一步加大提升
平安建设宣传工作力度，提高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工作的知晓度、参与
度和满意度，营造和谐稳定的浓厚氛围。10月 23日，曾都区城南新区在白
云湖小学门口开展平安建设工作集中宣传活动。

当天，城南新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过往群众
大力宣传扫黑除恶、禁毒、防诈骗等平安建设知识。工作人员现场接受群
众咨询，耐心向群众介绍防盗、防诈骗等安全防范知识，提供“零距离”服
务，同时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投入到平安建设工作中来，共同创建平安和
谐城南。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50余人次。通过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和法制观
念，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深入
推进城南新区平安建设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市严把“六关”守护校园食品安全

城南新区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活动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少平、周小盼）近日，中国一冶随州御府团支
部组织项目部全体青年员工开展“青年突击队决战四季度”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内容是对三期地下室现场进行安全文明整顿，旨在为
三期新进场劳务单位树立现场文明施工标杆，并要求新进场劳务单位在
四季度的施工生产过程中不仅要保质保量，更要注重安全生产和现场安
全文明建设。活动中，青年员工充分发挥了吃苦耐劳、锐意进取的精神，
对现场的安全文明施工情况进行了逐一排查，消除了安全隐患。

中国一冶随州御府开展青年突击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