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鉴定时间

2020年 11月 30日-2020年 12月 11日。
二、鉴定地点

（一）在万店、何店、洛阳、府河镇参保
的居民到所在乡镇卫生院进行鉴定。

（二）在东城、西城、南郊、北郊街道参
保的居民到所在街道卫生院进行鉴定。

在城南新区参保的居民到东城卫生院
进行鉴定。

在曾都经济开发区参保的居民到北郊
卫生院进行鉴定。

（三）在随州经济开发区、淅河镇参保
的居民到淅河卫生院进行鉴定。

在长岗镇参保的居民到长岗卫生院进
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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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病种的携带
资料同上。

五、注意事项

（一）参加鉴定者必须是曾都统筹区享
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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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参加鉴定的城乡居民错峰交纳资料，并
服从乡镇、街道卫生院的统一安排。

咨询电话：

万店卫生院：0722-4614604

何店卫生院：0722-4892062

洛阳卫生院：0722-4802538

府河卫生院：0722-4552008

东城卫生院：0722-3585665

西城卫生院：0722-3257377

南郊卫生院：0722-3812923

北郊卫生院：0722-3331361

淅河卫生院：0722-4510609

长岗卫生院：0722-4832255转825

曾都区医疗保障局

2020年 11月 25日

关于开展曾都统筹区城乡居民门诊特殊慢性疾病鉴定的通知
曾都区医疗保障局 遗失声明

蒯照辉遗失随州市曾
都区鸿祥礼仪策划部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 ） ， 注 册 号 ：
421302600371401，声明作
废。

刘彦秋遗失广水市郝
店全网通手机卖场营业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21381600367245，声明作
废。

赵芳遗失广水市府前
电信合作营业厅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21381600248720，声
明作废。

龙陆遗失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证
号 ：4213211000911，声 明
作废。

曾都区就业扶贫供求信息
随州常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招聘：

1、工艺技术员 5 名，45 岁以下,大专及以
上学历，机械制造相关专业，4500-7000
元；2、车间主任 2 名，45 岁以下, 有 2 年
以上相关工作经验，7000-10000元；3、普
工 100 名，50 岁以下，有相关工作经历者
优先，4500-7000元。

联系电话：叶部长 0722--7023388
湖北利康医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招

聘：1、普工 80 名，3500-7000 元；2、维修
工 10 名，2 年以上工作经验，4000-7000
元 ；3、质 检 员 5 名 ，有 相 关 工 作 经 验 ，
3000-3500元；4、灯检工 80名，24-45岁，
3000-6000 元；5、拉管学徒 10 名，4000-
6000 元；6、仓管 2 名，20-40 岁，1 年以上
工作经验，3000-3500 元；7、电工 5 名，2
年以上工作经验，有电工证，4000-5000
元；8、销售 15 名，1 年以上销售工作经
验，3000元以上。

联系电话：0722-3308998 程女士
中通快运湖北省公司招聘：1、装卸

工，30 名，6000-9000 元；2、电叉司机，15

名 ， 4000- 7000 元 。联 系 电 话:
17764069071

随州市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招
聘：1、电焊工，52岁以下，熟练二保焊机，
自主完成焊机拼装，熟知焊机性能。联系
电话：15972769219沈厂长

随州爱尔眼科医院招聘：1、眼科医
生 2名，临床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可接
收实习医生；2、护士 2名，护理专业，有护
士资格证，可接收应聘毕业生；3、营业柜
台 1名：大专以上学历，有销售经验；4、视
光师 2名，大专以上学历，视光相关专业，
或临床专业。联系电话：樊女士 0722-
7025660

湖北香思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招
聘：1、机电一体 (电工、维修工）2 名，30-
50 岁，4500 元以上；2、普工 10 名，18-50
岁，5000 元以上；3、清洁工 2 名，18-50
岁，2000元以上；4、质检员 2名，18-45岁
3500 元以上。联系电话：周主任 0722-
7110696

湖北旺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招聘：

1、生产车间厂长 1 名，30-50 岁，有相关
工作经验者优先；2、工程师，20-40岁，有
专用车绘图设计经验者优先，可接受应
届毕业生；3、专用汽车整装车质检员 1
名，30-50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4、
办公文员 1 名，20-35 岁，有一定的沟通
协调能力，精通电脑；5、销售部接单员 2
名，20-35岁，精通电脑，有相关经验者优
先；6、外贸专员 2 名，20-40 岁，有专用车
销售经验优先，可接受应届毕业生；7、销
售员，20-40岁，有工作经验者优先；8、焊
工 10 名，20-40 岁，4000-10000 元；9、装
配工，20-40 岁，4000-10000 元；10、公司
网站宣传部，2 名，20-35 岁，有相关经验
者 优 先 考 虑 。联 系 电 话 ：刘 主 任
13886872107

湖北华龙车灯有限公司招聘：1、注
塑工，40 岁以内，3000-4000 元；2、装配
工，40 岁以内，2000-3000 元。联系电话：
王丽 18872980293

随州市曾都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地址：沿河大道 1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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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月 26日综合新闻

11 月 18 日，曾都区洛阳镇珠宝山
村 8 组的姚从芳老人提了一袋子自制
的干豇豆，来到村委会院子里的电商
服务站。“一斤四两，二十五块钱。”店
主张娟将二十五块钱递给了姚从芳。

张娟是从随州城里嫁到珠宝山村
的“80 后”。2019 年 6 月，在城市里做销
售的她看到了农村电商的商机，放弃
了城里的工作在婆家开起了农村电商
服务站，将山里的香菇、木耳、干豇豆、
土鸡、鸡蛋销往全国各地。

“以前看到村里的乡亲自家采的
茶叶要送到很远的加工厂去，还经常
被压价，当时就萌生了做电商的想法。
咱们村里的山货都是原生态的，在市
场上其实很受欢迎，只是没有渠道，我
们电商就打通了一条渠道。”张娟说，

“现在农村里通了网络，可以用手机向
消费者直播种植养殖的场景，让农村

里的绿色产品更畅销。”11 月 13 日，洛
阳镇举办第一届电商节，当天，张娟的
小店在抖音、淘宝、微信小程序等平台
的销售总额达到十余万元。

记者从市经信局了解到，截至今
年 10 月底，全市 849 个行政村、153 个
社区全部实现了 4G网络信号覆盖和有
线宽带通达，5G 信号覆盖正在启动中。
据统计，我市移动电话基站从 2016 年
的 5168 个增加到 2019 年的 12788 个，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从 2016 年的 15.09
万户增加到 2019年的 24.82万户。

4G 网络进农村，让山里的土货插
上了翅膀行销四方，随州的香菇、葛
粉、油桃、多肉植物、蜂蜜成为深受线
上消费者喜爱的网红产品。4G 网络的
全覆盖和宽带接入在农村铺开，推动
了我市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十三五
期间，我市“县（市、区）级营运中心+镇

级服务站+村级服务网点”的三级电
商服务网络初步建立，截至目前，全市
共建立县域电子商务运营服务中心 4
个，县域仓储配送中心 6 个，镇、村级
电商服务点 807 个，物流配送和服务
网点覆盖率均达到 90%以上。2019 年，
全市农村电商交易额达到 22.3 亿元，
预计到今年底，可突破 24亿元。

据市商务局统计，自 2015 年来，
我市电子商务呈快速发展态势，全市
电子商务交易额每年以高于 20%的比
例不断增长。2019年，全市实现电子商
务交易额 220 亿元，同比增长 23.5%，
其中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 8.5亿元。
今年 1至 8月，全市实现电子商务交易
额 124.2亿元，同比增长 7.16%，其中农
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 7.5亿元。预计到
2020 年 底 ，电 子 商 务 交 易 额 可 突 破
240亿元。

短评：

规划摘要：

○

发展高速移动

互联网，加快4G网

络向乡镇和行政村

延伸，加快移动宽

带网络在农村地区

的覆盖。

——摘自《随

州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随州这五年·百姓故事

4G网络让山货行销四方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徐斌 通讯员 童琳 胡晓奎

“要致富多修路”是多年前常常

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话。如今看

来，多修“路”不仅是指有形的公

路，还应该包括无形的“网路”。

公路通村通组通湾，4G网络进农

村，在给农民带来便利的同时，

有效解决了农村买难、卖难问题，

实现了“网货下乡”和“农产品”

进城的双向流通。

4G网络的普及，宣告了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互联网+”让线上教

学、远程会诊、云逛街、云超市成为

现实，也为我们经受住这次疫情大

考助了一臂之力。

如今，5G时代已经向我们走来，我

们必须培养建立互联网思维，推广“互

联网+教育、医卫、智慧农业等”移动信

息化服务，将互联网创新成果应用到

更多行业领域，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助力乡村振兴。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

11 月 25 日，市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读书班开班。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郑军在开班式上作
辅导报告。

郑军提出，要强化政治意识，深
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坚持辩证思维，
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新发展形势；拓
展全面视野，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新
发展阶段；树立精准思维，深刻领会、
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提高政
治站位，准确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
纪检监察工作的新要求，坚持稳中求

进、坚定稳妥，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
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
督制度，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
代纪检监察工作的主题主线，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执纪执法理念。要强化
政治担当，在政治监督、优化营商环
境、精准把握政策策略、持续深化纪
检监察体制改革、“三不”一体推进、
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规范
化法治化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为落实

“十四五”规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
发展环境。要增强政治自觉，在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走
在前作表率，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
努力打造模范机关，建设适应新时代
新阶段要求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

通讯员明晓红）近日从市人社部门
获悉，“以工代训”政策扩大了享受
对象范围，全力为各类企业纾困解
难。

今年 7 月，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联合出台了《关于以工代训有关问
题的通知》，进一步减轻疫情对我市
企业的影响，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的稳就业工作。《通知》要求对中
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
业家庭成员、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
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并开展以工
代训的，根据吸纳人数给予企业职
业培训补贴。

由于享受培训补贴的对象范围
过窄，企业申报培训的积极性不高。
针对这一情况，10 月底，市人社部门

根据省人社厅文件精神，将以工代
训培训补贴对象扩大至市直和县市
区骨干企业；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外贸、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
运输、批发零售等行业骨干企业；吸
纳新疆籍员工的企业，2018 年 1 月 1
日以来新吸纳的员工。培训对象的
身份认定以签订劳动合同和发放工
资为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500
元，最长可补贴 6个月。

据悉，“以工代训”是我国为了
应对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帮
助企业纾困的临时性政策，受理期
限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企业应
尽快向人社部门报送培训方案，经
审核备案后，利用自有场所、生产设
备，让职工边工作边进行生产技能
培训。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

讯员闻乐秦、封猛）为切实加强冷链
食品监管和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日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进
口冷链食品专项检查，筑牢冷链食
品安全防线。

该局组织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
及市场监管人员参加专题技术培
训，并要求基层监管人员认真学习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
规定和总局公告精神，提升冷藏冷
冻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同时，向
生产经营者发放《食品安全告知书》
和《承诺书》，告知并督促冷藏冷冻
食品生产经营者和从事冷藏冷冻食
品贮存、运输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
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为保障冷藏冷冻食品质量安全打好

基础。
目前，该局共出动检查人员 760

人次，对全市食品经营单位进行排
查。共检查冷链食品经营单位 283
家，要求各经营主体切实履行好进
口冷链食品进货查验等防控主体责
任，切实做到“四必”：进口食品
必有进货销货查验登记台账、核酸
检测单、报关单、进口食品检验
单。对全市冷链食品经营单位从业
人员情况进行摸底，对其单位名
称、经营地址、单位负责人、联系
电话、从业人数、从业人员姓名及
电话等信息登记造册；协助卫健部
门对全市摸底的冷链食品经营单位
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截至目前，
卫健部门反馈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
阴性。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李文军）

11 月 19 日，记者在位于随县厉山镇
的湖北神农堂艾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看到，20 余名工人正在艾
产品包装线上忙碌着，经过一番铺碾
滚压，一根根艾条便包装完成，整个
车间散发着浓郁的艾草香。

我市艾草种植历史悠久，且艾草
资源丰富，但由于艾草产业缺乏自主
品牌和龙头引领，艾草种植和企业生
产规模不大，种植、生产、销售难以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资源优势无法转化
为产业优势，整个艾草产业大而不
强。为让我市艾草产品走向更大市
场，11月 19日，湖北田丰现代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曾都区惠诚艾草专业合
作社和湖北神农堂艾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等单位联合发起，组建成立了随
州市艾草产业协会，全市 65 个艾制
品生产企业、艾草种植大户及专业合
作社、艾草医疗养生保健企业、艾草
产品经销商及电商大户参加。

随州市艾草产业协会会长夏治
慧表示，该协会将通过凝聚行业合
力，积极推动艾草产业种植、加工、科
研、市场开发一体化，打造随州神农
艾草特色品牌，将“小艾草”做成“大
产业”，促进全市艾草产业的健康繁
荣和可持续化发展，助推农民增收，
带动农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市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读书班开班

我市扩大“以工代训”范围
全力援企纾困

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进口冷链食品专项检查

市艾草产业协会
推动“小艾草”做成“大产业”

11 月 21 日,随县食用菌协

会组织专家组, 进村入棚指导

香菇生产。图为专家在随县殷店

镇白庙村了解菌袋出现的问

题, 并进行技术指导。

（随州日报通讯员许景闻、

石守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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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产品走出“深闺”助民增收
——广水市蔡河镇木搭桥村青年杜帅的回乡发展路

随州日报通讯员 刘刚 张婷 高教荣

“发 10 件 5 斤装的紫薯到中山，这
一单 149元。”10月 29日，收到抖音上的
一条紫薯订单后，广水市蔡河镇木搭桥
村小伙儿杜帅麻利地挑选出品相好的
紫薯准备打包发货。

今年 34 岁的杜帅，拥有多重身份，
他是农民，是电商从业者，也是木搭桥
村委会副主任。今年他引进了外地紫
薯，动员家人种了 40 余亩的试验田。近
期，紫薯收获，优质地块一亩能收三四
千斤，电商价格在每斤 3元左右，目前线
上发货 8000余斤，市场行情较好。

“紫薯，相较于本村传统的桃树种
植，技术难度较小，本地气候、土壤也适
宜种植。”杜帅说，本计划自己家的紫薯
种植成功后，在全村推广，但今年雨水

过多，部分地块产量不高。10 月 24 日，
他专程赶往随州的农产品收购市场，了
解紫薯市场行情，计划来年工作。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你回农村来
能做什么？”2016 年，在外地从事电商 6
年多的杜帅选择回乡创业，却遭到父亲
极力反对。留在木搭桥村的年轻人不
多，老一辈们都希望子女跳出“农门”，
不再那么辛苦劳累。但杜帅的归来，改
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想
法。

村里的主导产业是胭脂红桃树种
植，全村种植桃树约 600亩。胭脂红鲜桃
是广水特产，属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
以往，产品大多靠提篮小卖或者等待外
地客商上门收购，好货卖不出优价，碰

上鲜桃大量上市，甚至会滞销。
回村当年，杜帅便成立了广水市杜

孙源种养专业合作社。他瞄准抖音、今
日头条等自媒体平台，通过发视频、现
场直播等方式销售，让原本每斤卖 1 元
钱都滞销的的桃子，卖到了每斤 3元钱，
不仅让村民种植的鲜桃不愁销路，收入
也翻了好几倍。

出众的能力让杜帅得到村民的信
任，2018 年，他被推选为木搭桥村村委
会副主任。在他的带动下，很多村民也
开始在线上销售鲜桃。刚开始，村民们
不会打印快递单，不会打包发货，杜帅
通过录制小视频、现场示范等方式教
授。现在接单、选品、打包、发货，很多村
民都成了行家里手。对一些年迈的果

农，杜帅会上门收购或者帮忙网上代
销。“近几年通过合作社帮忙网上销售
桃子，每年可挣 2 万多元。”64 岁的贫困
户杜志兵说。

“桃子不能长时间存放，只能通过
扩大销售渠道来弥补损失。”线上通过
抖音、今日头条、朋友圈等平台广泛发
布售桃信息，联系本地网红直播带货；
线下联系批发市场、单位工会等进行销
售。后来通过社会扶贫网，以及社会各
界支持，前期的亏损总算补了回来。

杜帅介绍，今年通过消费扶贫，合
作社共帮助 34 名贫困户增收。据了解，
除了去年新增了一户因病致贫的家庭
外，全村 72户贫困户已全部实现脱贫摘
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