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
12月 1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甘国
栋到联系点随县淮河镇宣讲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调研脱贫攻坚
和平安建设工作。

甘国栋首先来到淮河镇龙泉
村，与群众代表、镇村干部围坐在一
起，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为基层干部群众深入浅出地解读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和全会通过的《建议》。他提出，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了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为
我们做好新时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切实把习近
平总书记在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和全会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续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要打造过硬队伍，改进
工作作风，抓好能力提升。要切实提
高基层治理水平，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甘国栋还走访了龙泉村贫困户
周义保、李涛，详细了解“两不愁三
保障”、务工收入等情况，勉励他们
向着更好生活努力；到龙凤店村调
研了解湖北仙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扶贫车间生产情况，提出要充分发
挥扶贫车间的扶贫优势，带动更多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脱贫致富；到淮
河镇派出所调研雪亮工程建设情
况，协调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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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经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随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交易系

统 http://223.75.160.196:9000）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2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相关要求（见表）：

备注：以上地块公示面积均以实测为准，公告内容及地块

规划设计条件以地块出让方案和最终审批的具体规划设计条

件所示内容为准。

二、竞买人按以下要求参与竞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此次网上挂牌出让

不接受除网上竞买申请外的其他形式的申请。网上挂牌交易结

束后，竞得人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向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提交

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等有关资料原件，经

审查符合竞买资格条件的，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具《成交

登记表》、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竞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如

经审查，竞得人不符合本出让公告、出让规则等文件规定，其竞

买行为无效，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2、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提交

竞买申请时，在《竞买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法人代表、出资

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新成立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必须为竞

买人。出让人可以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结果，先与竞得人签

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

注册登记手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变更协议》；也可按约定直接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3、竞买前请认真阅读《随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规则》、《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挂牌出让系统用

户操作说明》等文件。

4、竞买人可登录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交易系统

（http://223.75.160.196:9000）查询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

详细资料及相关文件。

5、竞买人须持相关证件来中心前期办理数字证书 ukey，并

使用数字证书进入交易系统填写相关信息，竞买人填写的信息

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6、竞买人须持数字证书与指定银行（随州市农行）签约。竞

买保证金必须按时足额汇入签约的账户（具体事宜可咨询工作

人员）。

其中：随州市 G（2020）05号地块的竞买保证金为：

保证金账号：783401040005889+子账号；

开户单位：随州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行：随州农行丰汇支行；

随州市 G（2020）18号地块的竞买保证金为：

保证金账号：783401040007885+子账号；

开户单位：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行：随州农行丰汇支行；

三、本次挂牌出让地块按照“不低于起始价且价高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特别说明:
1、凡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手续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

行为、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

闲置一年以上、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擅自改变保

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用途搞商品房开发、拖欠土地出让金等情形

之一的企业，在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处理完毕之前，该企业（包括

其控股股东及其控股股东新设企业）不能参加本次出让活动。

2、土地出让价款按照出让合同的约定付清。

3、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书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按

时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等税费的，应承担违约责任，随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可确认其竞得结果无效，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4、违约人将被纳入不诚信用户名单，予以公示。不诚信用

户不得参加随州市任何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活动。

五、时间要求：

1、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挂牌时间为:2020 年 12
月 21日 10时至 2021年 1月 4日 10时;

2、报名开始时间及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为：2020 年 12 月

21日 10时起至 2020年 12月 30日 16时止；

3、报价期限截止前 5分钟，系统开始限时竞价，如有竞买人

愿意继续竞价的，按限时竞价规则由系统自动确认是否成交。

六、如果在使用网上挂牌交易系统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

请联系以下工作人员。

联系地址：随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市国土资源交易中

心）

联系人：孔松 联系电话：0722－3315103
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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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高新区铁东裕民社区

随州高新区吴家老湾社区 3293.74

11000 工业

商服

50

40

≥1.0 ≥40% ≤15%
76

600

376

3000

随州市 G（2020）18号

随州市 G（2020）05号 房产与土地一并出让，不进行开发建设

随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遗失声明
随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286001396901，开户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账号：
1805020409250107150，账 户 性 质 ：
基本存款账户，声明作废。由此产生
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随州市老年体育协会遗失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286001007801，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工商随州营
业部，账号：1805020409250186968，
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
任由本单位承担。

胡中元遗失位于唐县镇北园居
委会一组土地使用证，证号：随州集
建（1996）第 15542 号 ，面 积 ：113.4
平方米，声明作废。

闻健遗失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底盘合格证二张，合格证编号分
别 为 ： WAC04DYX0040376、
WAC00DYX0040377，声明作废。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12
月 1 日，副市长吴超明调研浪河至
何店一级公路、G346十岗至任家台
段项目建设，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
目推进中的问题。

在项目建设现场，吴超明详细
了解了工程进度、工期安排、施工保
障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项目推进
协调会上，吴超明听取了项目推进
中遇到的瓶颈问题汇报。他提出，要
充分认识交通项目既关乎民生、又
关乎发展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项
目推进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坚持以
人为本，加大宣传力度，严明工作纪
律，全力以赴推进征地拆迁工作。要
将责任层层落实到位，把握时间节
点，确保项目安全顺利推进、尽早建

成发挥效益。
浪河至何店一级公路建设工程

起于编钟大道与麻竹高速交叉口的
王家冲，经高家咀、戴家湾、黄家湾、
桂花园，于邓家咀接 S263，对接汉
十高速何店互通出口 ，建设里程
7.29 公里，项目概算总投资 4.89 亿
元，按路基宽度 36 米双向 6 车道的
标准建设，计划 2021 年上半年建成
通车。G346十岗至任家台段工程即
随州南外环项目，项目起于随州高
新区淅河镇十岗，与 G316十岗至厉
山一级公路对接，经光化村、廖家
湾、黄家湾、响水桥，止于曾都区南
郊 任 家 台 ，接 回 现 有 G346，全 长
23.82公里，项目概算总投资 7.96亿
元，建设工期 36 个月，目前正在进
行前期征地拆迁工作。

11 月 24 日，
广水市林业局在
中华山林场开展
森林防火扑救应
急演练。

（随州日报
通讯员黄萍、李
君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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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通讯员唐心敏）今年 12 月 1 日是第
33 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我国的
宣传活动主题是“携手防疫抗艾，共
担健康责任”。当天，市防艾办、市卫
健委、市疾控中心、市总工会等单位
联合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
活动，走向街头向市民群众普及艾
滋病防治知识，遏制艾滋病的流行
和传播，形成人人关注、人人参与艾
滋病防治工作的良好氛围。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今
年 1 至 11 月，我市新增艾滋病病例
71 例，98.59%为性传播，其中因同
性传播占 30.98%，男女之比为 5.45：
1，最大年龄 75岁，50岁以上新发现
者占 52.11%。2016 年以来，随州市
每年新发现艾滋病病例均在 70-
100例间，年发病率在 3-4/10万间，

艾滋病已成为我市常见的传染病之
一。近几年艾滋病疫情有所上升，但
随州市艾滋病发病率明显低于湖北
全省平均水平。

市疾控专家分析，尽管我市艾
滋病整体疫情处于低流行状态，有
三类人群仍需予以关注。一是男男
同性性行为人群，这些人群只占成
年男性人口的 2%，但这个人群每年
发病的绝对数占我市所有发病人数
40%以上；二是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群，发病率逐年升高，2010 年前
仅占 14%，2019年达 59.34%，今年为
52.11%；三是农民或农民工这个庞
大的群体，一直是我市艾滋病人的
绝对主体，他们中许多家庭贫困，以
外出打工为主，从事着高强度的体
力劳动，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缺乏关
照。

吴超明调研重点交通项目建设

我市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活动

甘国栋到淮河镇
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上接第一版）
李昌海点头表示认同：“我们

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培育‘爱农业、懂技术、
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作为一名基层百姓宣讲员，
李厅长的宣讲让我思路更开阔，素
材更精炼，宣讲更有信心。”九口堰
纪念馆馆长顾世国说，“我将采用
更接地气的方式，将五中全会精神

宣讲到百姓中去。”
兴之所至，顾世国敲响会议室

的随南小鼓，用方言小调宣传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父老乡亲聚一
堂，共话家乡发展忙，今天我们讲
什么，五中全会来宣讲……”

歌 声 、乐 声 、笑 声 、掌 声 交 汇
中，党的十九五中全会精神飞出会
议室，飞向田间地头，飞入寻常百
姓家，也飞入基层群众心间。

“四防”织就“平安网”
（上接第一版）配备“说事”信息员 8名，负
责在日常生活中收集群众意见，排查矛盾
纠纷，从源头上减少重大矛盾纠纷发生概
率和化解难度……通过深入发动干部群
众，社会治安“人防网”越织越密。

走进尚市店居委会的警务室，制服、
警棍、头盔等配套装备一应俱全，居委会
门口，1 辆四轮巡逻车、4 辆两轮巡逻车
整齐排列。“充分利用各类社会资源，构
建起社会治安‘物防网’，有效提高预防
预警和处置重大矛盾纠纷的能力，提升
基层自治水平。”方华说。

今年元月份，居委会一村民的烟酒
店被盗，10 万余元的烟酒和现金不翼而
飞。居委会党委书记王松涛接到村民的
报案后，立刻调取全村监控查看视频，不
到 3 小时就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向派出
所报警，当晚就将犯罪嫌疑人抓获。“28

个治安摄像头，遍布居民点、楼栋、路口、
人员密集区及重要场所，在居委会布下
天罗地网。”王松涛告诉记者，在省市领
导的关怀下，居委会建成 1 个视频监控
平台、14 个 A 类摄像头、10 台电脑、1 套
视频会议系统、1 套村村响系统的监控
研判中心。“不仅可切换居委会各重要路
口监控视频信息，还与公安监控平台、综
治工作平台互联互通。”

每天早上 7 点左右，王松涛就来到
居委会办公楼，打开侧门，来到办公室收
拾桌子，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我和居委会治保主任、其他班子成
员，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集中精力

接待来‘说事’的群众，这么多年来已经
形成了习惯。”王松涛告诉记者，如果上
班前处理不完的，就与群众约定时间再
继续。“我们倡导的‘矛盾问题不回避、矛
盾问题不上交、矛盾问题不过夜’的‘三
不工作法’，受到各级领导的好评。”这是
该居委会在 2019 年重点开展的“逢事说
事、逢四解事”工作。

居委会制定了“社区平安创建制度”
“信访接待制度”“干部值班制度”等各项
规章制度，做到“早开门、晚关门、中午不
断人、周末总有人”，方便居民办事，解决
实际问题。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以

“说事”为途径，以“解事”为目的，将自
治、法治、德治融会贯通，最终做到息事
宁人、群众满意，民风村风焕然一新。

为武装居民思想，让居民学法知法
懂法，居委会投资 200 多万元建设法治
文化广场，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开设

“讲习所”“道德讲堂”，以身边人讲身边
事、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充分发挥“居
民书屋”的作用，学用结合，以身边的好
党员、好居民、好邻里为楷模，学先进，赶
先进，使社区的学习蔚然成风……

现在，居委会基本实现了“鸡毛蒜皮
不出湾，大小事情不出村，疑难杂症合力
破，群体上访皆为零”的目标。居委会先
后被授予“全省新农村示范点”、“法律六
进”活动学法用法先进社区、“文明村”

“平安家庭创建示范村”“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冬季来临，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
季节，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常态化防控阶
段。在随州市中心医院，85 后主治医师
徐倩倩一如既往地忙碌着。“年初那场战
疫经历，是我职业生涯的一次升华，更是
我人生的一次洗礼。在战疫中，我们展现
了青年医生该有的样子！”回首今年年初
抗击疫情的那些日子，徐倩倩仍历历在
目。

勇敢逆行，迎难而上战疫情。2020
春节临近时，徐倩倩正准备与从外地工
作回家的丈夫、可爱的女儿一家好好团
聚。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当得知医院
发热门诊患者爆满、医护人员工作压力
激增，她毅然放弃了与亲人难得团聚的
机会，请战抗疫一线支援发热门诊。徐倩

倩说：“疫情突然暴发，我也曾有过恐惧
和焦虑，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但所想
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作为一
名医生，我必须顶上去！”

发热门诊是疫情防控最前线，抗击
疫情期间也是与新冠病毒直接打交道的
主要战场。徐倩倩原本是一名皮肤科医
生，因为抗疫需要临时调整到了发热门
诊，在不太熟悉的工作环境，又要面对未
知的病毒，新的医疗救治工作对她来说
考验重重。“疫情暴发初期，发热门诊挤
满了前来就诊的患者，看着他们焦急又
无助的面容，我也顿感压力。”徐倩倩努
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克服心理负担，
用心去接诊每一位病人。

抗疫初期，随州医疗物资十分紧张，

其中防护服最为匮乏。为了减少防护物
资损耗，徐倩倩成年后第一次穿上了尿
不湿，心里虽然有些别扭，但是一想到为
抗击疫情而穿，她觉得还是很值！她不敢
轻易脱下战衣，每次接班前两小时不吃
不喝，就是为了坐诊期间不排便，能连续
6 小时以上接诊病人。长时间处于防护
环境下，那种窒息感是最难受的，护目镜
和防护口罩每天会在她的脸上留下深深
的勒痕。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不仅威胁着人
们的身体健康，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健
康。作为门诊医生，徐倩倩不仅要做好接
诊工作，还要对就诊者进行心理疏导。期
间，她接诊了一位 20 多岁的武汉大学
生，这名学生核酸检测及 CT 检查都无

异常，却还是三番五次到发热门诊就诊，
总觉得心慌、喘不上气。“因为疫情，那位
患者精神紧张，心理压力过大，才导致身
体出现一系列症状。”徐倩倩耐心地安抚
他的情绪，就相关问题答疑解惑，最终帮
助他克服了心理障碍。

疫情期间，徐倩倩连续两个多月始
终坚守在发热门诊岗位上，多次将轮休
的机会让给了更有需要的同事。“救死扶
伤是医生的天职，医务工作者在疾病面
前就是一个战士，能参与到这场战斗中，
我觉得很自豪！”徐倩倩说，在抗击疫情
的过程中，她的耐心和意志力得到了磨
练，专业技能得到了提升，对医者责任、
救治方式有了更深的体会，也更懂得了
作为青年一代的使命和担当。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巧玲 通讯员 佘建伟

勇敢逆行，战疫中磨砺成长
——记随州市中心医院青年医生徐倩倩

《广水市兴华采石厂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国务院第 682号《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 号）的相关规定，
我单位（广水市兴华采石厂）公开下列信
息以征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 网 络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SxxmyzXMTmckInFM0DJwmw（ 提 取

码: hejz）。
2.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我公司现有办公室内设置专用查阅室，
公众可自行前往我公司查阅或电话联系
我公司工作人员寄送。

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 2.5km 范围内的公民、法

人及和其它组织，包括但不限于万安寺、
何家湾等地区的居民、村委会、企业等。

4.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5.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将从国家生态环境部下载的公

众意见表填写好之后，可通过信函、电子
邮件、自送、电话联系我公司上门取件等
方式提交我公司。

建设单位：广水市兴华采石厂

联系人：李总
联系电话：13907298227
地址：广水市长岭镇万安村
电子邮箱：354351760@qq.com
6.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公开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公众可在此期间向我公司
提交公众意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