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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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网

湖北顺兴典当有限公司
决定申请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4213000979900389，请 债
权债务人 45 日内来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湖北顺兴典当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27日

注销公告 随州市星光通信工程维护有限公
司 遗 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286000675101，基本存款账户，账号：
42001813641053001450，开 户 银 行 ：中
国建设银行随州市新居支行，声明作
废。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由本公司承
担。

随州日报社大随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
04200190010465900560，发 票 号 码 ：
NO 65900560，特声明作废。

户名：万蓉，有一辆鄂 S920H5红
色众泰小轿车，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
根据离婚协议规定该车归男方（李
勤）所有，但李勤至今未办理车辆过
户手续。自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
过户手续，逾期将注销该车行车证。
自离婚之日起所发生的一切交通责
任和法律纠纷均与声明人无关。

特此声明。
声明人：万蓉

2020年 10月 27日

声 明

10 月 21 日，秋高气爽、阳光正好。
位于随县尚市镇星申村的农锦种植专
业合作社里，负责人王磊正在抢抓晴好
天气晾晒灵芝。

这些灵芝中有种植灵芝，也有林下
野生灵芝。它们的大小不一、个头不同，
直径最大 120 厘米，最小 12 厘米。虽拥
有“最萌个头差”，却“手牵手、伞挨伞”，
共同撑起了一片脱贫致富“伞”。

“我非常看好随县食用菌产业的发
展前景，大学毕业后我在外地的一家食

用菌研究所边工作边学习技术，就想着
有一天能够回乡创业从事食用菌行业，
为村里老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用自己所学知识带领他们一起脱贫致
富。”1984年出生的王磊，已成为当地的
致富带头人和技术能人，谈起当初从事
食用菌行业的初衷，他的话语中始终透
露着对乡邻的记挂。

经过多年的悉心培育，王磊种植的
观赏性灵芝最大直径已达到了 120 厘
米。记者看到，这些大灵芝如撑开的大

伞一般，伞面如一朵盛开的花朵儿，具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除了颇具观赏性的大灵芝，还有
“小宝贝”。王磊带着记者走进了位于星
申村五组的林下野生种植基地。在这一
大片栎树林下，隐藏着些许还未来得及
采摘的野生灵芝，相较于大的观赏灵
芝，它们小巧、呆萌、可爱。

“它们都是用野生灵芝作为菌种，
生长过程中都不用打药和施肥，全靠雨
水和露水的滋养。个头大的种植灵芝是
作为观赏性灵芝，而这些野生灵芝则将
发挥它们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王
磊钻进林中，俯身蹲下，指着这些“小宝
贝”自豪地说道。

“2018 年底换届选举时，王磊被推
选为村支部委员、村会计，在他的技术
支撑下，采取了‘村干部+合作社+种植

大户+贫困户’的模式，又新发展了 100
多亩林下野生灵芝产业，就是为了进一
步巩固脱贫成效，让更多老百姓不返
贫、能致富。果然，他不负众望，带动了
40余户村民稳定就业，朝着小康之路奋
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培成
对王磊身上展现出来的朝气、责任和情
怀赞叹不已。

“在该村 2019 年脱贫出列后，为了
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下，抢着种了 8000 袋野生灵芝。下一
步将扩大规模，计划种植 3 万袋野生灵
芝，与年产 1500 多朵观赏灵芝一起，逐
步形成种植+野生灵芝共同撑起脱贫致
富‘伞’的发展格局。”在驻村工作队员
张胜杰眼中，灵芝产业可以做大做强，
他指着村荣誉墙上满满的荣誉奖牌，信
心满满地说道。

灵芝“仙草”撑起脱贫致富“伞”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流 通讯员 李佳 陈首龙 孙华龙

10月 24日，曾都区

东城办事处天后宫社

区组织 45 位老党员参

观了随州城市规划展

览馆 。老党员纷纷表

示，看到随州日新月异

的城市建设成果，由衷

地为随州的发展感到

骄傲和自豪。

（随州日报全媒记

者杨仪凡摄）

社
区
老
党
员

感
受
随
城
发
展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通讯员余小建）日前，随州市“金
融稳保百千万”百日攻坚县市行活
动在广水市启动，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央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金融政
策，宣讲金融政策，推介金融产
品，落实银企对接，深入推进随州
市“金融稳保百千万”工作落细落
地。

活动中，中国人民银行随州市
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以
来货币政策、政策让利和政策工具
应用等情况，9 家银行机构推介了特
色金融信贷产品、支付结算和理财
等金融服务产品，9 家银行机构现场
与 18 家企业签约授信 1.98 亿元；43
家企业参加活动，8 家企业和 4 家银
行互动交流。

今年以来，我市金融部门弘扬
“店小二”精神，优化营商环境，体现
金融责任和金融担当。全市“金融稳
保百企”重点支持企业名单已更新 2
批次共计 184 家，信贷支持 22.12 亿
元。下一步，全市金融系统将继续

“拓广度”，推广融资产品，扩大信贷
覆盖面；“加力度”，加大政策协同、
联合督导力度，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挖深度”，建立全方位政银企信息
沟通平台，共享信息；“增温度”，建
立银企“亲情关系”，让企业在政策
上有获得感、在服务上有满意度，切
实感受到金融温度，充分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巩固全市小微企业融资
业已形成的“增量、降价、提质、扩
面”的良好态势，支持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杨仪凡、

通讯员章耀予）前三季度，为全面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市民政
局聚焦最底线的民生保障职能，强
化政策落实，加大救助力度，推动民
政民生各项救助政策在全市落实、
落地、落细。

据了解，市民政局联动财政部
门，保障低保、特困等城乡困难群众
生活救助资金发放。前三季度，按月
发放常规救助资金 3.47 亿元。其中，
低保 4.88万人、11818万元，特困 1.45
万人、11340万元，孤儿 243人、299万
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232人、234万
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 1.56 万人、
662.9 万 元 ，重 度 残 疾 人 护 理 补 助
2.72 万人、2361.8 万元，发放低保、特
困、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临时价
格补贴 6444 万元，对于遭遇突发事
故、意外事件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

出现暂时性困难的家庭及时给予临
时救助 14270人次、支出 1500万元。

同时，将低保和临时救助审批
权限全部委托下放至镇(办)政府，
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就近在镇域范
围内就能及时办理低保和临时救
助；通过官网对外公开市、县民政部
门求助服务热线和镇(办)民政办主
任手机电话，收到群众求助、投诉电
话，第一时间受理办理、第一时间交
办处理，并跟踪督办落实情况，确保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第四季度，市民政局将继续督
促指导、认真落实社会救助兜底保
障政策，及时准确了解困难群众所
思所盼所忧，用心用情用力、做实
做深做细各项社会救助工作，切实
保障好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不断
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

讯员钱丽君）10月 23日，市农业农村
局根据第二十一个党风廉政建设宣
教月活动方案，结合重阳节活动和
局“青年干部成长工程”相关部署，
组织系统党员干部和退休老同志开
展助力乡村振兴红色教育活动。

当天，大家到枣阳市王城镇黄
楼村、董楼村、资山社区、松岗村及
曾都区洛阳镇邱畈村、小岭冲村，参
观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学习周边
地区美丽乡村建设好的经验做法，
感受我市美丽乡村建设的良好态
势；到洛阳镇九口堰廉政教育基地
参观，重温入党誓词，接受红色文化
教育熏陶。

通过参观学习，进一步激励系
统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教育

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切实筑牢拒腐防
变思想道德防线，认真履职尽责做
好各项本职工作。该局青年干部表
示，要发扬红色精神，补齐能力短
板，在推动全市农业农村工作高质
量发展中贡献青年力量。今后，将积
极投身美丽乡村建设，努力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中走在前列、作出示
范，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系
统老干部为我市乡村振兴蓬勃势头
点赞，表示将永远跟党走，做好传帮
带，继续发挥好自身政治优势、经验
优势，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精神，为
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为随州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发挥余热。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通

讯员童兴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近日在随县厉山镇明华居委会，
随岳高速封江收费站党支部 9名党员与
居委会 20 多名党员联合开展了 10 月份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这是该省属国企党

支部首次与驻地社区一起开展党建联
建活动。该单位党支部负责人表示：“能
有机会与社区党员一起开展组织活动，
得益于全省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
下沉社区作出的部署。”

根据机关企事业单位（含国有企

业）下沉社区有关要求，下沉社区的
单位党组织要履行“开展党建联建”

“参与社区治理”“协助解决问题”等
职责。截至目前，共有 23 个随县县直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255名党员干部到所
下沉的社区联合开展了 10 月份支部主
题党日活动。

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这只是下
沉单位与联系社区开展党建联建活动
的一个缩影。自 9 月份开展党员干部下
沉社区“双报到”以来，全县各下沉工作
队参与社区党组织党建联席会议 148

次，帮助优化设置社区党委（党总支）21
个，新成立小区（网格）党支部 76 个，组
建功能性党组织 24 个，24 名党员领导
干部在社区讲了主题党课，17名下沉干
部担任社区“大党委（党总支）”兼职委
员。在县城“红色物业”创建方面，5个示
范小区及物业企业相继成立了物业党
支部 5 个，设立楼栋党小组 74 个，配备
楼栋长 118 人；“红色物业”党支部组织
下沉党员 600余名进网格、进楼栋，开展
敲门行动，今年共收集意见 300余条，解
决居民需求 200余件。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通讯员何逸红）近年来，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日益明显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10 月 21 日，由市妇联和市教育
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骨干培训班
开班，通过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
念和先进实用的家庭教育方法，提
高我市家庭教育工作水平，推进我
市家庭教育工作的有效实施。

为确保培训取得实效，培训班
邀请了国内教育专家通过理论讲述
与方法指导，为大家解疑释惑。武汉
大学社会学教授、全国家庭教育专
家讲师团专家周运清以《家校共育，
做实家庭教育“四个一”》为题，从家
校共育的冰点和热点问题、学校和
老师的责任与担当、引导家长做智
慧父母等多个方面讲解家校携手共
同培养孩子。湖北省家庭教育研究

会副会长夏征以《巧妙沟通，建立和
谐家校关系》为题，从当前家校沟通
的现状说起，分析了家校沟通的影
响、家校沟通的障碍以及如何促进家
校沟通等。

此次培训班组织了全市各地家
庭教育骨干 180 余人参加，包括各县

（市、区）妇联、教育局分管领导，各乡
镇妇联主席，各中小学和城区公办幼
儿园家庭教育骨干教师代表等。学员
们不仅学到了家庭教育的基本知识，
还掌握了许多新的家庭教育方式方
法。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我市将积极构建市县校三级联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网络，提高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化水
平，健全科学的家庭教育工作评价机
制，构建社区协同机制等方面推动做
好随州家庭教育工作。

我市启动“金融稳保百千万”
百日攻坚县市行活动

市农业农村局
开展红色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我市举办
家庭教育骨干培训为家教增动力

党员干部沉下去 党建联建“火”起来

党员干部沉下去
基层治理强起来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肖兰兰）“感
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社区关心！”
近日，接到社区工作人员送来的大米
和食用油等慰问物资时，曾都区北郊
办事处黄龙社区 80 多岁的老人张辉
芳连声道谢。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曾都区北郊
办事处黄龙社区开展了重阳节慰问活
动，弘扬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该社
区筹资 10 万余元，采购了一批大米和
食用油等慰问物资，并组织专班给社
区 840名 60岁以上老人送去节日慰问
礼物，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敬祝老人
们健康长寿。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冷红娟、熊梓煜、金

刚）连日来，曾都区西城办事处多个社区举
行了丰富多彩的敬老爱老活动，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展示了和谐、互助、友好的文明
社区形象。

双龙寺社区在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举办饺子宴，让老人们在自娱自乐中享受社
区大家庭的温暖。社区还对困难老人和空
巢老人进行了慰问，给他们送去关心和温
暖。

通津桥社区联合随州市知行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举办“敬老爱老度重阳”主题活动，
陪伴社区老年人度过一个属于他们的节日。

草店子社区在文化小广场举办“情暖老
人心·浓浓重阳敬老情”主题活动，给老人们
送上慰问品，社区志愿者为大家表演了精彩
的文艺节目。

质量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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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黄金苗）日前，随州高
新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储存和销售
烟花爆竹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商家经营烟花爆
竹行为，有效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辖区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

此次专项行动由高新区安委办牵头，区公安
分局、市场监管分局、城管执法大队、淅河镇禁鞭
办等部门组成 40余人行动组，先后深入淅河镇主
街道、费屯村及周边，重点检查各店铺、摊位经营
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的情况，对非法储存和销售
的烟花爆竹进行收缴，对有关店铺和摊位的经营
者进行教育和警告。同时，还指导各经营者及时
整改堵塞疏散通道、超负荷使用电器等消防违法
行为。

据统计，此次专项行动共检查各类大小商铺
10余家，依法取缔烟花爆竹非法销售点 2个，收缴
多件各类非法销售的烟花爆竹，价值 2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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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基本生活兜底保障有力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