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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曾都区黄氏鱼馆不慎遗失公章和发票专用章，公章
名称：随州市曾都区黄氏鱼馆，发票章名称：随州市曾都区黄氏
鱼馆发票专用章 92421303MA4D924493，声明原公章和原发票
专用章作废。

张颖峰遗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解放牌平头柴油载
货汽车底盘合格证，合格证编号：WAA03A701494038，车辆识别
代号：LFNA4LCA2LAX60503，发动机号：53500935，声明作废。

随 州 市 环 境 保 护 监 测 站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5286000066101，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商随
州分行，账号：1805020409250107150，账户性质：零余额账户，声
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2020 年 11 月 12 日 23 时许，在 346 国道广水市广水办事处流沙
冲村景湾路段发生一起小轿车撞伤一名行人的交通事故，伤者经医
院抢救于 11 月 13 日死亡。死者：男，65 岁左右，身高 1.57 米，体态较
瘦，上身由外到内穿黑色外套、白蓝相间条纹衬衣、酱色秋衣，下身
由内到外穿黑色长裤、灰色麻点保暖裤，脚穿迷彩解放鞋。有知情者
请速与广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广水中队联系。

联系人：喻警官 邱警官

联系电话：0722-6413881 6428110

广水市交警中队

2020年 1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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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大联动 激活微治理
——府河镇白河滩村党建促基层治理探访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云 通讯员 王玉莉 蒋言慧

近日，走进随县柳林镇，蜿蜒
的乡村公路宽阔整洁，房屋鳞次栉
比，昔日的荒山变为中药材种植基
地，处处焕发着美丽乡村的全新气
象。

柳林镇位于随南边陲，山场资
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75%。今年
以来，该镇依托山场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积极探寻
农旅融合发展新路，精心擘画美丽
乡村发展新蓝图。

在该镇院子河村，由随县鑫泰
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投资建设的中
药材种植基地正在进行土地平整。

“这块山地原先种植茶树，因茶树
衰老导致经济收益大大减少，茶园
几近荒废。”该村党支部书记包德
山介绍，“项目初期投资 500 万元，
整理土地 1000 余亩，种植连翘、八
月瓜、瓜蒌等中药材，促进农户增
收。中药材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

益是茶树的好几倍，并且中药材属
于长期经济作物，等到丰产期后利
润还将进一步提高。”

在镇里发展中草药产业的宣
传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都把房
前屋后面积可观的“菜园子”种上
了中药材。在大堰角村，村民邱和
荣种植了金红花等几个品种，中草
药长势喜人。“等到明年 4 月份就
可以采摘金红花了，到时候预计每
亩地能增收 1500元以上。”他说。

连翘不仅是一味中药材，而且
树姿优美，连翘花盛开时满枝金
黄，芬芳四溢，是早春优良的观花
灌木。柳林镇将人居环境整治与中
药材种植深度融合，计划将连翘广
泛种植到道路两旁。在团结村道路
两侧，昔日长满杂草的沟渠已经被
清理干净，即将种上连翘。“等到花
期到来，道路两旁的连翘花竞相开
放，景色将会非常美。”团结村党支

部书记杨相立说。
目前，柳林镇院子河村、大堰

角村、双利村、长岭村、高岭村等村
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 1000 余亩，
全镇计划在五年内将中药材种植
面积逐步发展至 10000 亩以上。该
镇党委书记张长安说，下一步，将
进一步拓展中药材产业链，通过

“观光旅游+农事体验”，让游客吃
农家饭、住农家院、干农家活，体验
中药材从种植采摘到餐桌的一站
式乐趣。

中药材种植这个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双赢的产业，正在一步步
实现着全镇干部群众的致富梦想。

严防盗采河砂，村民夜间巡逻；村
里修路改沟渠，村民现场监工；邻里大
小矛盾纠纷，村民自发调解劝说……

2019年以来，曾都区府河镇白河滩
村创新推进党建引领下的乡村“微治
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共治水平大
幅提高，探索出了乡村治理新局面。

构建“微组织”，归属中激发

参与意愿

白河滩村位于府河镇东南角，与广
水市、安陆市相邻，全村村民 1400余人。
村党支部书记白自安从事农村工作 36
年，在他看来，村民中不乏能人，群众中
不少智慧。“但要实行乡村治理共建共
治，首先要让大家有这个意识，才能汇
聚群众智慧。”他说。

为让村民形成“村民的事情村民
管”的认识，白河滩村以构建基层党组
织为切入点。2019 年以来，白河滩村通
过村民推选、村党组织审核等，在 8 个

村民小组择优选配了 14 名湾组长，由
湾组长分组指导各小组自治业务，构建
实行“村党组织—村党小组—党员”和

“村委会—村组长—村湾长”的党建联
动体系。

有着 40 年党龄的村民白友才，被
推选为 8 组组长。去年村上 3 组、8 组村
庄环境整治时，他负责工程材料监管、
工人用工登记、机械作业时长核定等。
工程推进到哪里、机械施工到哪里，哪
里就有白友才的身影，他还协调处理乱
搭乱建 10多处，得到群众信任。

白河滩村的 14 名湾组长中，有群
众信得过的农村党员、敢说好管的热心
大婶、带头致富的种养大户、颇有威望
的本土乡贤等。让村民加入“微组织”，
在党员的示范带动下，让大家在找到归
属感的同时激发参与乡村自治的意愿。

做实“微行动”，参与中增强

主人翁意识

大到土地流转、工程建设、精准扶
贫，小到调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基
层治理工作千头万绪、事无巨细，而村
干部人数和力量有限。

白河滩村探索的路子是“化整为
零”，将全村事务细化分工，党员、湾组
长带头参与，做实“微协商”“微调解”

“微监督”等微行动：针对群众关心的大
事小事，湾组长逐户收集民情民意再协
商；大小矛盾纠纷，湾组长积极疏导化
解；所有村级公益事业和集体经济发
展，湾组长牵头监督确保良性推进。

白河滩村因三市交界的特殊地理
位置，盗采河砂现象曾一度较为严重。
近两年来，村湾组长自发参与各自组内
的盗采河砂治理。去年 9 月，1 组组长罗
秀章发现邻村有人用麻木车拖砂石，她
将车辆阻拦，及时上报村委会；2组组长
白自能和 8 组白家湾湾长白自华两年
来参与盗采河砂治理夜间巡逻 20 多
次。

“我平时会多宣传惠农政策、多收
集村民意见等，事情虽小，但都是我们
村自己的事。自己管自己的事，感觉和
以前大不一样。”白河滩村 4 组组长白
自如说。

大事小事，村民参与其中，汇聚了

群众智慧与力量，也逐渐增强了村民的
主人翁意识。

探索“微治理”，共治中共享

好生活

多次到白河滩村，村庄干净整洁的
环境令人印象深刻。近两年清明节前
后，白河滩村没发生一起山火，2200 多
亩山场植被葱郁。因为公平公正人心
齐，村集体艾草种植产业发展越来越
好，目前种植规模已扩大至 400亩。

白自安介绍，因为村干部人手不
够，以前村里很多事顾不过来，但现在
越来越多的村民自发参与乡村治理，村
干部们也能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带领
村民增收致富。“举个简单的例子，道路
需要清扫，村民看到了，会给负责保洁
的村民打个电话说一声，不用再等到村
干部去通知安排。”他说。

如今的白河滩村，村民共建共治意
识逐渐形成、管理水平也逐步提高。环
境整洁、产业兴旺、村民心齐，白河滩村
人的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府河镇党委书记张军说：“路子是
探出来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一定
要结合实际创新思维，下一步全镇各村
将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子。”

柳林镇：美丽乡村药材飘香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刘诗诗 通讯员 陈首龙

近日，曾都区科协送

科普到府河镇，通过开展

健康义诊、播放科普视频、

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

册、大篷车巡展等多种方

式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

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

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巧玲、通讯员孙海林

摄）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徐斌）

11月 27日，我市召开农村房屋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进一步安排
部署全市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
成员吴丕华讲话。

会议通报了全市农村房屋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要
求各地各部门明确目标任务，全面
摸底、分类排查、重点整治，明确时
间节点，明确职责分工和整改工作
要求，强化工作合力，今年 12 月底
前要基本完成用作经营的自建房
排查工作；2021 年 6 月底前基本完

成全市行政村各类房屋安全隐患排
查，基本完成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用作
经营的农村自建房重点整治；到 2023
年 12 月底，基本完成农村各类房屋安
全隐患整治。

吴丕华要求，要提升政治站位，把
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
部署上来，层层压实责任，切实增强做
好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责任
感。要明确目标任务，不漏一户，不误
时间节点和工作环节，不走过场，逐一
销号，同步建立长效机制，从源头管
控，标本兼治，坚定不移地抓实农村房
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我市推进
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晨）近
日，曾都区人民检察院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开展专题学习，传达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进
行学习研讨。

会议提出，要紧扣“十四五”时
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
重大举措，推动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要以公开听证为抓手，加大执
法司法监督力度，推动社会公平正
义进一步彰显。要聚焦平等保护民
营经济等重点难点问题，主动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完善高水平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
司法为民，切实办好群众身边的

“小案”，持之以恒做好检察为民实
事。

下一步，曾都区检察院将通过
中心组学习研讨、主题党日、政治学
习等方式突出抓好学习贯彻，利用
官方网站、学习展板、电子宣传屏、

“学习强国”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强化宣传，将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
神内涵落实到检察实践工作中去，
确保将全会精神传达到全院干警，
做到学习全覆盖。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黄金苗）

近日，随州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会
同曾都区供电公司、淅河镇政府，出
动执法及工作人员 10 余人，对淅河
镇高岗村的一家水泥砖厂采取断电
措施，供电工作人员现场切断了该
厂生产用电接口，使该厂不再具备
恢复生产的条件，消除了环境污染
隐患。

该砖厂生产过程中粉尘、噪声

污染严重，系 2018 年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交办的信访件。在随州高
新区生态环境分局和淅河镇政府的
督办下，该厂经营人于 2018 年底自
行拆除了生产设备。2020 年 5 月，高
新区生态环境分局在日常巡查中发
现该厂重新安装设备，擅自恢复生
产，经多次督办，经营人拒不停止生
产。2020年 8月，该局依法对其立案，
2020年 9月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曾都区人民检察院
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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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高新区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决定任命：

韩锐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任命：

杨白辉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张珍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监督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张宗海的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决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陈艳利的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王玉晓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李天坤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市级
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含《关

于2020年高新区预算调整方案的报

告》和《关于2020年大洪山风景名

胜区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决定批
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2020 年市级预
算调整方案（含高新区、大洪山风景

名胜区2020年预算调整方案），批准

《关于 2020 年市级财政预算调整方
案的报告》。会议要求，市人民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要按照批准的调整方案
严格预算执行，加快资金拨付；要
严格执行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和债务
限额管理，规范举债行为，严控债
务风险；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切
实保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统筹推
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

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0 年 11 月 27 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2020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0年 11月 27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随州少先队员学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程淇、罗

永、邓晓辉）“我在网上轻点鼠标，足
不出户就收到了 18 万余元的退税
款，真的太给力了！”11 月 24 日，湖
北昌瑞纺织有限公司财务人员程安
兴在网上成功办理退税后，为广水
市税务部门的服务点赞。

今年 9 月，广水市税务局进一
步优化网络办理退税服务。纳税人
只需网上提出退税申请,由税务部
门负责核实信息，收集资料，向银行
提供退税清单、完税证明、收入退还
书，退税款将直达纳税人账户，实现
了退税办理全程电子化。

“以前办理退税，纳税人要提
前准备好纸质资料到办税服务厅提
交申请，经核实后提交上级领导签
批，再办理退税，正常情况下平均
需 10到 15个工作日。”广水市税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受“非接触办
税”和出口退税无纸化的启发，该
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幅削减纳
税人需填报的资料，全面优化退税
流程，最快 1 个工作日、平均 3 个
工作日即可完成退税办理。

据统计，相关工作开展以来，
该局已累计办理 429 笔退税申请，
退税 4438万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莉）“我
们应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制
定成长小目标，并为之努力。我们还
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多学习、多读
书，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曾都区两水学校先锋中队队员张思
涵在参加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主题队会小队讨论时发言。

“我们的祖国建设就像我们去
爬山，要爬三座峰。现在我们要竭尽
全力爬一座山，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在爬的时候，我憧憬下第二座山，山
顶便是 2035 年……”主题队会上，少
先队辅导员们通过生动的“爬山”比
喻让少先队员们明白全会召开的意
义、发展环境、远景等重要内容。

讲好儿童化的政治，在少年儿
童中传播党的意识形态，是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少先队高举队旗跟党
走”要求的生动实践，是每位少先队
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的看家本
领。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为贯
彻市委成立青年宣讲团开展对象化
宣讲的要求，随州市少工委迅速行
动，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少先队组织开展
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活动，掀起
了少先队员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热潮，基层少先队中队开展学习
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队
主题队会活动达到全覆盖，基层少
先队员参加主题队会学习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达到全覆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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