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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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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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招聘：1、企划

1 名，25 岁以上，本科以上；2、销售经理 2 名，25
岁以上，市场营销相关专业；3、外贸业务经理 20
名，22岁以上，英语四级以上；4、电子商务 20名，

20 岁以上；5、电焊工、装配工 30 名（罐式车

环卫车、清障车、饲料车），22-45 岁，有焊工作
业证及相关工作经验，6000元以上。

联系电话：付女士 0722-3920666
湖北楚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招聘：1、普工

20 名，20-45 岁，初中以上文化，3500-4000 元；
2、质检人员 3 名，25-35 岁，有从事生产过程质
量管理或产品检验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大专
以上文凭，3500-6000 元；3、销售人员 10 名，
25-35岁，大专以上文凭，3000元以上。

联系电话：0722-3813869
湖北金银丰食品有限公司招聘：1、普工 10

人，18-45 岁，4000 元以上；2、销售经理 5 人，
23-55岁；3、原粮仓管员 2名，18-35岁，有原粮
保管相关经验。

联系电话：夏主任 0722-3308503
随州市曾都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地址：沿河大道 102号

谭多梅：

本院执行的随州万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鄂 1303 执 1717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通知
书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2019）鄂 1303 民初 3920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5 时在随州炎帝大酒
店四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标的一：湖北省烟草公司随州
市公司省外烟厂卷烟废旧纸箱二年
期的收购经营权。

标的二：湖北省烟草公司随州
市公司闲置车辆 10 台，有奥迪、奥
德赛、现代、江铃等，详情参阅«拍品
目录»。

二、竞拍手续办理：

标的一竞买人需具有纸箱回
收、生产或销售的合法证件，并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中午 12 时以前缴
纳保证金到我公司账户（标的一为

伍万元，标的二交纳 1 万元保证金
限竞拍 1台，交纳 3万元保证金不限
竞买台数，户名：湖北正佳拍卖有限
公司，开户行：襄阳建行樊城支行，
账号：42001646108050006870，以银
行到账时间为准），保证金到账后在
随州炎帝大酒店办理竞买报名手
续，逾期不予受理。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
示，标的二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下
午 15 时在随州烟草公司院内集中
踏勘。

四、联系人及电话：熊 先 生
13871748608 0710-3212617

湖北正佳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3日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公告拍卖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超限运输车
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公安部
关于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
化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交公路发〔2017〕
173号)等规定，在省道十新线（万和镇）、县道
新唐线（吴山镇）设置两处货车超限超载检测
双向电子抓拍系统，现将启用超限超载检测
抓拍系统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启用时间

2020年 12月 10日零时。
二、启用地点

S328 省道十新线 K100+080（万和镇）、
X026县道新唐线 K22+100（吴山镇公安派出
所门口）超限超载检测提示牌处。

三、有关要求

货运车辆驾驶员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
管理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引导线路行驶。对货
运车辆违反禁令标志不按引导线路接受检
测、车货总重量超过国家规定限值、遮挡（污
损）机动车号牌、故意损坏检测设施设备等行
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
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特此通告。
随县交通警察大队

随县交通运输局

2020年 12月 1日

吴云南遗失位于随县殷店镇双河路幢号：1，单元：1，房号：101，房产证，
证号：19-0561，面积：35平方米，声明作废。

张超遗失随州桃李春风商品房（春风里 5-102 号）认购协议书一份，认
购金额：358万元，声明作废。

关于启用超限超载检测
电子抓拍系统的通告

遗失声明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
12 月 2 日，我市召开民航特种装备
生产基地建设座谈会，提出要主动
对接服务，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
落地，加快推进民航特种装备生产
基地建设。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常伦，
副市长吴超明出席座谈会。

会上，相关企业汇报了有关项目
推进情况。市招商局、市地方金融工
作局、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及曾都区政府等负责人先
后就支持项目落地作表态发言。

市领导提出，要主动服务，建立

务实高效的运行机制，强化清单管
理，全力破堵点、提效率、优环境，推
动民航特种装备生产基地建设；要
加强要素保障，千方百计保障土地
等指标，推进重大项目尽快落地；要
科学制定民航特种装备生产基地建
设发展规划，依托专汽产业优势，推
动民航特种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强化招商引资，坚持招大引强，发
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通过以商招
商等方式，吸引更多项目落户随州；
要抢抓中央一揽子支持政策机遇，
对上争取支持，全力打造全省特色
增长极。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
诗）12 月 2 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甘国栋赴均水河巡河。他强调，要
切实提升思想认识，做好水环境改
善、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筑牢生态
屏障。

甘国栋先后到均水河随县均
川镇一桥下游唐王广场段河堤，察
看河道清理整治情况，到三里岗镇
均水居委会河段，察看两河口桥新
建工程推进情况，到大洪山风景名
胜区长岗镇东庄畈村河堤，察看水
毁工程修复情况。巡查中，甘国栋
认真察看均水河河道情况及周边
生态环境，详细了解污染防治、环

境治理、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工
作推进情况。

甘国栋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河长制工作部署和省市工
作安排，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严
谨的作风，全面落实均水河河长制
工作。要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切实筑牢
生态屏障，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目标，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要加大河道整治和保
洁力度，做好河道清“四乱”工作，不
断提升管护水平，加强水环境综合
治理，促进均水河及周边生态环境
整体改善。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黄萍、邓
海）12月 1日，我市基层统战工作现
场会在广水市召开。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卫参加
会议。

张卫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基层统战工作
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在对标
看齐中坚守初心，在扬长补短中增
强信心，在比学赶超中保持恒心。把
握关键环节，全面推动基层统战工
作提质增效，牢牢把握加强政治引
领这个首要任务，强化政治培训和
共识教育，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要健全党外代表人士政治
吸纳机制，持续强化夯实基层基础
这个关键之举。县级统战部关键要

巩固机构改革成果，乡镇（街道）关
键要配齐配强统战委员，开发区关
键要建好统战工作机构。要充分用
好创新平台载体这个有效抓手，健
全组织平台、做实活动平台、完善机
制平台。助牢工作基础，着力锻造一
支高素质基层统战干部队伍。要坚
定初心使命，增强政治能力；要加强
培养锻炼，练就高强本领；要从严要
求，锤炼过硬作风，为加快全市疫后
重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作出
统战工作的贡献。

当天，与会代表观摩了广水市
家居建材装饰商会、长岭镇泉水村、
同仁寺、同心文苑、双桥社区“侨之
家”、广水市电子商务中心等基层统
战工作示范点。

我市推进民航特种装备
生产基地建设

甘国栋赴均水河巡河

我市召开基层统战工作现场会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明建华）11
月 25日至 26日，广水市市政公用设
施管理所组织人员对应山城区 35
座桥梁进行巡检，疏通堵塞桥梁的
泄水孔，排除了隐患，保证了桥梁安
全。

为打造亮丽、安全、和谐的城市
环境，该所克服事项多、人员少、经
费缺等困难，加大市政基础设施日
常巡查工作。本着设施损坏早发现、
早安排、早处置的原则，对城区范围
内桥梁、井盖、路缘石、道路路面等
市政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巡

查，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维修计划，并
结合实际组织维修，确保城区市政
设施完好，保障车辆行人出行安全。
今年共完成应山城区破损井盖维修
54 套，消除了安全隐患。持续推进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目前，科技路、
余店路、育才路、东大街、东正街道
路已维修完毕，广安路、航空路、腾
辉路、杜家湾路维修正稳步推进，共
维修砼路面 3200 平方米、人行道石
砖 1800平方米、路缘石 500余米，完
成永阳大道地下管廊日常维护及清
淤工作。

广水市政所常态化维护市政设施

近日，曾都区北郊街道办事处楚风
社区正着力推进成立业主委员会。成立
业委会，是解决社区居民房产办证这一
老大难问题的程序之一。居民盼了许久
的大事，正在下沉工作队的协助下有序
推进解决。

据全市统一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室牵头市国资委、市医保局、中石油随
州分公司，对口联系楚风社区，4 个联系
单位的 119 名党员干部接力助力社区治
理。

下沉报到之初，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副主任、下沉工作队队长李克望便接
到了解决房产办证的任务派单。原来，
楚风社区是国有企业 2005 年改制后成

立的社区，依据当时国企改制相关文
件，职工房改房办理房产证可减免维
修基金和契税。此后数年，社区 1000
多户居民陆续完成房产办证，但 241户
居民因外出务工等原因没有及时办
理，近几年再提出办理时，原文件已丢
失。

“无政策依据，便不能享受减免政
策，社区和居民都着急。”李克望说，

“事情看似进入了‘死循环’，但工作队
员们勤跑腿、细找政策，打开了解决问
题的新局面。”

9 月初，下沉工作队队员摸清情况
后，带着社区相关情况说明等文件，一
次又一次跑到住建、不动产、税务等部

门，以“破产改制企业”“房改房”“减免维
修基金”等为关键词，将近几年相关政策
文件一份份找出来，一条条比对。终于，
工作队发现市住建部门于去年 10 月出台
的一份关于破产改制企业职工房改房办
证相关政策文件，与楚风社区当前情况吻
合。找到了新的政策依据，问题解决。目
前社区这 241户居民房产办证正按程序推
进中。

工作队接到的第二个派单任务，是帮
助解决社区 1、4、9 三栋楼房屋顶漏水改
造。因为无维修基金，修缮的经费来源成
了难题。

现场看到，这三栋建于上世纪 60年代
的居民楼房都是红瓦红砖墙。社区工作

人员介绍，不仅屋顶漏水，还出现过好
几次屋顶瓦片滑落的情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番跑腿、询问
搜索，工作队找到了市老旧小区改造的
一份相关政策文件。该文件明确老旧
小区改造资金可用于协助小区居民屋
顶修缮，居民只需出部分费用。当前，
屋顶修缮正在进行施工预算。

“原文件丢失、无维修基金，这条
路不通，不代表事情就没法解决了。
打开思路，换条路走，工作便能找到
突破口。”楚风社区党委书记程丽敏
说，“下沉工作队不仅帮社区解决了老
大难问题，更启发了我们解决问题的
思路。”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云

千方百计解急难
——楚风社区下沉党员干部参与社区治理记略

党员干部沉下去
基层治理强起来

11 月 25
日，广水市第
一自来水公司
冒雨施工，抢
通应办双桥社
区供水管道。

（随州日
报 通 讯 员 黄
萍、郝贤政摄）

抢
通
供
水
管
网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杨仪凡、通讯员吕贞）11月
27日，随州市残疾人工作者奉献担当助残共享暨残疾
人创新创业故事分享会在曾都举行，全国自强模范、
曾都区政君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君作为“创
新创业创富”残疾人典型，与大家分享工作和创业中
的体会和故事。

此次分享会的主题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做奉献担当好干部，当创新创业创富排头
兵”。会上，“2020中国三农创客英雄”冠军获得者马君
围绕自身健康情况、成长经历、生活经历等，结合多年
养殖“随州洪山鸡”的创业经历，用质朴的语言、真挚

的情感，讲述了他敢于和命运抗争、敢于拼搏的奋斗
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位听众，赢得了大家的阵
阵掌声。

听完分享后，曾都区残联工作者表示，在今后工
作中，要用心、用情地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发
展，要多沟通、多协调、多引导、多鼓励他们，带动更多
的残疾朋友们脱贫致富，让他们的致富路越走越广。

“此次分享会让我深受启发，虽然身体有残疾，但
是我们也要肩负起三个责任，在以后的生活、学习、就
业创业中，做到自力更生、孝敬父母，积极主动地参与
到社会生活中来。”在座的残疾人士李某感触很深。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通讯员蒋波、刘
承）近日，我市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随州市数字化
时代企业组织变革与管理创新培训班，数十名企业家
和金融机构高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学习。

为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济发展新常态，抓
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做好数字化时代企业组织变
革及管理创新，提升我市企业管理水平及核心竞争
力，市委人才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地方金融工作
局联合举办了本次培训班。

培训班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紧贴实际，既有专家
教授的理论授课，又有现场参观教学，还有企业与金
融机构之间的互动交流。培训内容包括当前宏观经济

走势与经济“内循环”“双循环”、变局挑战下的国际形
势与中国大国外交、构建高竞争力的人才培养体系、
企业融资方式与案例分析、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现场
教学、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企业发展机遇、后疫情时代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营销等。

培训班邀请了来自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交通
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等地的众多
经济学、管理学、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参训学员们
授课。参训学员结合我市经济情况和本企业发展现状
与专家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企业家与金融机
构高管分别介绍了企业运营情况和银行融资政策，并
进行了项目对接。

我市举行残疾人创新创业故事分享会

我市组织企业家和金融机构高管赴上海培训 随州海关送法律进企业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长欣）近日，随州海关组织

开展送法律进企业活动，深入到辖区进出口企业送上
海关法律法规读本和宣传画册并结合企业实际进行法
律宣讲。

在犇星化工公司，海关工作人员为公司的质检人
员和外贸部报关员讲解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案例分析
开展以案说法，并要求企业一定要高度重视危化品的
安全生产，严格危化品的包装、检验储存和运输，防微
杜渐，确保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