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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随州市丹成专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
失车牌号为鄂 S38192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证，证号：421302200894；车牌号为鄂
S37877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
号：421302200546；车牌号为鄂 S38988 的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
421302201746；车牌号为鄂 S36859 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号：421302200231；
车牌号为鄂 S36912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证，证号：421302200186，特此声明遗失
作废。

以上遗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证全部注销，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吴淼遗失车牌号为鄂 SSU368 的
在随州华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交
保养款开具的收据票号为 0007734，票
据金额：898 元，开具日期：2019 年 7 月
27 日，开具内容：两次保养款，特声明
遗失。

随州市金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原财务章名
称：随州市金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随州市星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原财务章名
称：随州市星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秋冬季孩子们返校除了防疫还要防

什么？

因疫情影响,沉寂半年之久的校园
再次热闹起来，但学校由于人群密集，出
现传染病的机会较高，专家表示，防控传

染病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保障广大师生
健康的重要条件，世界疫情还没有停下脚
步，开学后我们除了防疫还要防什么？

秋冬季学校除防疫还需防 4种传染

病

秋冬季节，学校除防控疫情外，还要
注意其他传染病的流行，日常常见的传染
病不止流感，还有例如猩红热、流行性腮
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诺如病毒感染性腹
泻，也是秋冬季节需防的传染病。

防控秋冬季传染病牢记 5条注意事

项

1、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除佩戴
好口罩、外出时做好手卫生外，还提倡
饭前、便前便后都要洗手，咳嗽、打喷嚏
时用上臂或纸巾、毛巾遮住口鼻，咳嗽或

打喷嚏后要洗手，尽量避免触摸眼睛、
口鼻等。

2.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在空气良
好情况下，室内也需保持通风，每天至
少通风一次，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尽量
减少密集场所活动。如出现呼吸道感染
症状，应居家休息、及早就医。

3、上下学途中，学生尽量做到家
庭、学校“两点一线”避免不必要外出，
最好采取步行、自行车、私家车等方式
上下学。乘坐公共交通或校车时，既应
注意个人防护也要注意与他人保持合
理间距，途中避免用手触摸公共交通工
具上的物品。

4、师生要注意一日三餐规律性进
食，主食、蔬果和禽肉蛋保持 3:2:1 的比

例。
5、根据温度适时增减衣物，注意保

暖,加强锻炼。
防流感接种疫苗经济又有效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等也是秋冬
季节常见传染病，可能都会有发热、咳嗽
的症状，这些症状与新冠肺炎症状类似，
区别、鉴别造成症状的原因是最难的。

而流感却是有疫苗防控的几种传染
病之一，接种流感疫苗应该是最有效、最
经济的预防手段。

防控新冠肺炎和秋冬季节呼吸道传
染病，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身体抵抗力，
还有就是要建立快速科学、有效的应急
处置机制，有效预防流感这些呼吸道传
染病。

防疫不放松！秋冬季学校还需防四种传染病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10
月 26 日，孙中山中心基金会大中华
区执行董事、领航国际集团主席郑
振航一行来随考察。

2017 年，孙中山中心基金会主
席孙国雄先生受邀来随出席丁酉年
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与随州
结下不解之缘。在双方多次沟通交
流下，此次考察终于成行。郑振航一
行首先来到炎帝故里风景名胜区，
拜谒炎帝始祖，瞻仰炎帝圣像，实地
了解炎帝文化。炎帝故里景区不仅
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也是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
流基地。随后，郑振航一行实地考察
了裕国菇业、参观了市规划展览馆，
了解随州香菇产业、城市发展等。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教
育局、文旅局、商务局、招商局等有
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我市教育国际
化及民办教育、外贸出口、文旅重
点项目情况和招商引资政策等。郑
振航盛赞随州文化底蕴深厚，表示
今后将更多地关注随州，充分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加强与随州
的交流合作，助推随州经济社会发
展。

孙中山中心基金会由孙中山曾
孙孙国雄于 2015 年成立，基金会设
在夏威夷，致力于研究孙中山思想
和传播中华文化等。领航国际集团
在全球拥有成熟的市场份额，集团
业务涉及房地产市场、旅游业和酒
店餐饮业等。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郭晓霞、谢

加勇）10月 21日，全市统筹推进乡镇
机关“五小”（食堂、宿舍、澡堂、图书

室、文体活动室）建设工作座谈会在
曾都区府河镇召开。

与会人员对府河镇建设的机关
小 厕 所 、小 澡 堂 和 寝 室 、 小 图 书
馆、小文体室、小食堂进行了集中
观摩，详细了解建设情况及建成后
干部职工的工作、生活情况。大家
一致认为，府河镇的“五小”建
设，改善了机关干部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增强了干部的凝聚力、向心力
和归属感，让他们安心扎根基层，干
事创业。

会上，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要求各地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五
小”建设的主动性、实效性；要加强
领导，夯实责任，确保“五小”建设任
务完成并发挥作用；要充分发挥乡
镇党委政府的主体作用，党政主要
领导积极作用，每年投入一点，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真正让乡镇干部感
受到组织的温暖。

随州日报讯（通讯

员张蕾）10 月 25 日晚，
曾都区西城飞来土社
区组织下沉干部、文艺
爱 好 志 愿 者 、社 区 居
民，在神农公园广场举
办了以“深入实施十大
示范行动、奋力建设品
质随州示范区”为主题
的“九九重阳节”文艺
汇演活动，为辖区老年
居民献上一场精彩纷
呈的文艺表演。

“感谢社区一直都
记挂着我们，每年重阳
节都举办丰富多彩的
活动，给我们带来了这
么多的欢乐，丰富了我
们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活动现场，老人们高兴
地说。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社区工作
人员将进一步关心重视老年人工作，
为老年人办好事、干实事、解难事。”飞
来土社区党委书记朱红艳表示。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人员密集，且
小孩身体抵抗力比成人弱，学校和幼
儿园是常态化疫情防控重点。目前，
我市现有各级各类学校 616 所，在校
在园学生幼儿 32.7 万余人，教职工
2.4 万余人。这些学校和幼儿园的常
态化疫情防控，如何在开展？日前，记
者前往随州城区部分中小学、幼儿园
进行实地探访。

在市二中校门口看到，每一位进
出的教职工和学生通过红外测温和
智能人脸识别入校。校内临时留观室
内，桌面上分别堆放着各年级师生晨
午晚检体温情况登记册。一旁指导学
校疫情防控的市中心医院医生林尧
正在整理少数学生的验血、CT 影像
报告单等。

市二中共有在校生 3300多名。学
校疫情防控办公室主任包波介绍，开
学前全校师生都按要求进行了核酸

检测，开学后各班师生坚持每天三次
测体温。“先用体温枪测，如果体温枪
显示温度异常，再用水银体温计复
测。”包波说，体温检测异常的师生会
先来到留观室，再次反复测温，并由
驻校医生检查咽喉部，查看咳嗽情况
等，然后视情况决定是否需前往医院
就诊。

在城南新区白云湖学校，师生同
样实行红外测温入校。在学校门卫室
内，放着几本由家长们临时送来的学
习资料。校长黎晓涢介绍，家长临时
给孩子送的衣物、书本等，只能送到
门卫室，再联系班主任来取。家长若
有事需与老师当面沟通，也是老师戴
好口罩出校门来与家长见面。“毕竟
家长众多，他们的健康情况学校无法
获知，所以为确保安全，家长一律不
允许入校。”

在白云湖学校看到，各班教室内

都放置了体温枪和 4 至 6 支水银体温
计。学校食堂一处入口旁增设了洗手
池，池旁放置着数瓶洗手液，上方贴
着“七步洗手法”示意图。黎晓涢说，
秋冬季流感高发，学校坚持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流感防控两手抓，实行错峰
升旗、就餐、放学，并对学生人数最多
的一年级实行送餐至教室，尽量减少
大规模的人员聚集。

当日天气晴朗，在位于城南新区
涢水社区的博苑童星幼儿园内，各班
老师将幼儿的毛巾架抬到室外暴晒。
现场看到，各班教室入口处放置着鞋
架，整齐摆放着幼儿们的鞋子。该园
教学园长蒋丹介绍，幼儿园实行室内
室外两双鞋，幼儿和老师每天进教室
后先换鞋，尽量保证教室的环境卫
生。老师们下班离园前，统一将门窗
打开通风透气；每天幼儿离园后，进
行全园消杀。

“有时候来接孩子晚了，能看到
老师们对教室里面一点一点地擦、
洗、刷，卫生搞得很细致。孩子每天回
家还会边唱幼儿园教的洗手歌边认
真洗手。”大二班幼儿家长任常青说，
每天早上孩子们入园还要先测体温、
进行手部消毒。

8 月中旬，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发
布了分别适用于高校、中小学校、托
幼机构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技术方案（更新版）》。关于佩戴口
罩问题，文件明确秋季开学后中小
学生应随身备用口罩，低风险地区
校园内学生无需戴口罩。现场走访
看到，我市各中小学和幼儿园内学
生均没有戴口罩。“各级教育部门定
期和不定期对各中小学和幼儿园的
常态化疫情防控进行检查，督促时刻
绷紧这根弦。”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
说。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云

中小学和幼儿园常态化疫情防控情况如何？
秋冬季节疫情防控探访——

加强对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体温

检测，坚持“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重点监测教职员工和学生有无

发热、干咳等疑似传染病症状。

每日开展对校门口、食堂、厕所、

教室、宿舍等重点区域、重点岗位、重

点环节的巡查，发现潜在风险并及时

通报和督促整改。

在保证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

可以组织一定规模的集体活动。在校

期间引导学生不串座、不串班、不打

闹，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学生应当随身备用符合一次性

使用医用口罩标准或相当防护级别

的口罩，低风险地区校园内学生无需

佩戴口罩。教师授课时不需戴口罩，

校门值守人员、清洁人员及食堂工作

人员等应当佩戴口罩。

中小学校在教室、操场、厕所、食

堂、宿舍等场所要配备足够的洗手设

施，并确保运行。正常引导教职员工

和学生做好手卫生。

学校应当加强对食堂的清洁消

毒和卫生安全管理工作。在开餐前

半小时完成就餐区域桌椅、地面及

空气消毒，并通风换气。在醒目位

置张贴海报、标语提示就餐排队时

与他人保持距离，避免扎堆就餐，

减少交谈。

学生宿舍实行凭证出入和体温

排查，并加强通风换气。每天对宿舍

地面、墙壁、门把手、床具、课桌椅等

物体表面进行预防性消毒。

学校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提

醒家长加强自我防护，避免不必要外

出活动，做好亲子沟通。学生在上、下

学途中尽量做到家庭、学校“两点一

线”，避免不必要外出活动。学生在校

外出现发热等可疑症状，家长要及

时、如实报告学校，并送医就诊。

《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摘录：

10月 23日，曾都区北郊街道八里岔社区锣鼓喧天，该社区和曾都区集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举办“尊老敬老你我同

行”重阳联欢会。社区居民和神农民众合唱团带来13个精彩节目，100余名老人齐聚一堂，欢庆重阳佳节。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包东流、通讯员吕贞摄）

孙中山中心基金会一行来随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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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推进七七项重点工作项重点工作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通讯员祁君君）近日，全国总工会第
三方评估组一行来随州，对我市城
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成效进行
复评。

评估组从“全面小康社会一个
不掉队”的高度，全面评估我市各级
工会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中
的制度、机制、措施制定落实情况。
同时通过“六率一度”核查，对湖北
省总工会第三方评估工作进行复评
验收。

期间，评估组抽取 210 名困难职

工样本，采取座谈调查评估与入户
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工会干
部、困难职工、普通职工等多维度访
谈和调查，调研职工生活状况和需
求，评估困难职工获得感，进而评估
解困脱困工作成效。

在市级对接会上，市总工会负
责人向评估组介绍了近五年来随州
工会开展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
作情况，表示将诚恳接受评估，正确
对待问题，坚决抓好整改落实，不断
改善和提升今后的帮扶工作，确保
全体职工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随州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
接受评估验收

（上接第一版）

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随州城区
尚城国际小区业主多次到市政府集
体来访，反映高层住宅居民用水困
难，要求协调解决。相关单位拟定解
决方案，由玉龙供水公司和开发企业
出资购置设备，进行土建项目施工，
但由于规划选址、建设费用等方面一
直未谈拢，迟迟动不了工。

为了摸清问题症结所在，市委第
一作风巡查组巡查专员吴文朝多次
前往该小区了解业主诉求，做好沟通
解释，并积极与开发企业和物业公司
进行沟通，告知其应履行好应有的社
会责任，同时召集住建、城管、规划、
玉龙供水公司等责任单位，现场分析
研判，商议具体处理意见，加快项目
推进速度。

经过 2 个多月的施工建设，今年
7月 20日，尚城国际小区二次供水加
压水箱等设施设备安装完毕，经过调
试后投入使用，使高层住宅居民家中
的日常用水恢复了正常。

群众事，无小事。今年以来，各
作风巡查组先后化解事关居民、企业
切实利益等问题 20 多项，有效提升
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无声奉献勇担当

“综合协调组的同志要多动脑
筋、想办法、出主意，增强工作的主动
性、预见性、创造性，为巡查组在前方
战斗做好后勤保障，当好参谋助手。”
在每次开展专项巡查时，市委作风办
综合协调组人员总是谋划在前，先行
熟悉各项政策，然后参与到各作风巡

查组的一线巡查中，最后汇总各类信
息，撰写详实的巡查报告，为市委市
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部署到
哪里，作风巡查人员就出现在哪里。
为查找脱贫攻坚领域薄弱环节，补
齐扶贫工作短板，市委作风办于 6
月中下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回
头看、补短板、促提升”脱贫攻坚
专项巡查。

时间短、任务重，烈日炎炎、酷暑
难耐。但第二作风巡查组巡查专员
徐芳不喊苦、不怕累，全身心投入到
脱贫攻坚“主战场”。她白天入户走
访，晚上回到办公室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细致分析，并逐一拟出问题清单、
提出整改建议。第二天，又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扎进下一个村组的脱贫攻
坚巡查中。

在这种超负荷状态下，各作风巡
查组在一周内共明查暗访 12 个乡镇
24 个行政村，随机分类抽查 120 户，
发现责任、政策、工作“三落实”不到
位、住房保障、饮水安全、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产业扶贫等方面的问题
53 条，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工作建
议，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勇于打硬仗，敢啃“硬骨头”。今
年入梅以来，我市先后出现 5 轮强降
雨，作风巡查组闻汛而动，成立 3 个
专项督导组，下沉到防汛救灾一线查
问题、督整改，为随州安全防汛“保驾
护航”。

采访结束，已近黄昏，记者见到
作风巡查组的同志仍在不停忙碌着，
他们正在用好作风续写着自己的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