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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沉下去
基层治理强起来

市疾控中心提醒：慎终如始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倡导健康卫生生活，勤洗手、戴口罩、保持个人社交距离。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

通讯员陈首龙）近日，随县“十佳网
货”评选暨天猫原产地商品旗舰店随
县专区启动仪式举行，促进随县特色
农产品品牌化升级，拓展农产品网络
销售渠道，扩大随县电商影响力。

在随县“十佳网货”评选中，网络
票选出的 15 位参赛者上台展示了自
家的特色农产品。经现场评委评比打
分后，湖北允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随县澴潭农民联合社、湖北千年缘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企业及合作社的
红薯、金银花、香菇、葛粉、鲜牛肉、花
菇、云雾毛尖茶叶、泡泡青、蓝莓果
酱、香稻等产品获得了随县“十佳网
货”殊荣。

活动中，现场嘉宾共同见证了天
猫湖北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随县

专区上线。天猫湖北原产地商品官方
旗舰店随县专区负责人与随县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签订公共
品牌新品合作协议；企业代表、贫困
户代表与随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签订渠道对接三方协议。

今年以来，随县充分发挥电子商
务在疫情期间物资保供、农产品销
售、线上消费扶贫等方面的作用，该
县香菇、茶叶、水果等特色农产品销
往全国，农产品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速
达 20%以上。该县还举办了“助力湖
北·为鄂拼单”“天猫 6 ·18 年中购物
节”、“随县油桃”网销节、随县区域公
共品牌“炎帝老家”发布会等一系列
电商营销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电商
发展，积极推动随县电子商务进农村
国家级示范项目建设。

随县举行“十佳网货”评选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姚丽、黄

练）“以前领取机动车销售发票，只
能到办税服务厅窗口领取，或者申
请邮寄送达，现在可就近按需在这
个新机器上申领，省去了往返奔波、
等待邮寄的时间，真方便！”近日，随
州市龙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办
税人员何大在曾都区东城自助办税
厅领到发票后，高兴地说。

据了解，机动车销售发票比增
值税发票纸张厚、联次多，传统的发
售申领自助终端只能提供增值税专
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使用机
动车销售发票的纳税人如有用票需
求，需要到办税服务厅窗口领取，或
者通过电子税务局申请邮寄送达。
随州市是“中国专用汽车之都”，专
汽产业是市委市政府着力培育的千

亿产业，全市专汽行业纳税人众多，
机动车销售发票需求量大、纳税人
领用频繁。为进一步便利机动车销
售纳税人，优化专汽行业税收营商
环境，随州市税务局主动作为，与湖
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量
身定制开发了全省首台机动车销售
发票申领自助办税终端设备。本着

“节约、通用、兼容”原则，该设备主
要对原有的发票发售终端进行改造
升级，增加了机动车销售发票申领
功能。

首台设备在曾都区东城自助办
税厅顺利投入使用后，随州市税务
局正着手在全市专用汽车企业集中
的自助办税网点增设该终端，方便
机动车销售纳税人就近自助申领发
票。

全省首台机动车销售发票
申领自助终端在随州投入使用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徐斌）12月
9日，2020“湖北·随州国际香菇产业博
览会”（下称“菇博会”）在武汉举行新
闻发布会，博览会将于 12 月 25 日至 26
日在随县举行。

2020 年“菇博会”由中国食用菌协
会、湖北省农业农村厅、随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湖北食用菌协会、随州市农业
农村局、随县人民政府承办，本届菇博
会仍以“‘香’约随州·‘菇’行天下”为
主题，安排了新闻发布会、开幕式、巡
展、“网红带你逛菇博”直播带货推介

专场 4项主题活动，旨在搭建香菇产业
线下线上交流平台，努力办成一届集
交流研讨、展示展销、品牌宣传、商贸
洽谈为一体的高质量香菇行业科技
化、数字化、信息化盛会。

本届菇博会按照地域和行业分类
布展，规划设置国内主产区展馆、省内
主产区展馆、随州县市区展馆、随县扶
贫成就展馆、地区名特优农产品展馆、
香菇机械和全产业链科技七大展区，
河南、浙江、福建等食用菌主产省、市
及湖北省内的十余个县市区将分别设

置主题展馆，食用菌行业的最新动态、
最新产品、最新技术、最新信息都将集
中呈现。

今年的菇博会是一场专家、学者、
企业、菇农多方参与，“线上+线下”立
体互动的大会，并将采取线上、线下两
种签约方式，市县政府将分别与高等
院校和知名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湖
北日报、湖北电视台等 20多家中央、省
市媒体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

2020年“菇博会”12月25日至26日在随县举行

12月 4日上午，随州城区明珠广
场，和煦的冬日下，人们欢快地跳着
舞蹈。

广场东面入口处，市住建局、市
委老干部局、电信随州分公司、农行
随州分行等单位下沉曾都区北郊黄
龙社区的党员干部们，在宣传展板前
热情地为市民宣传讲解老旧小区改造、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老年人防诈骗等
政策知识，引得过往市民纷纷驻足。

下沉社区办实事，服务群众零距
离。市住建局立足单位职能，积极发
挥牵头作用，努力在社区基层治理、
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贡献力量，切实
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送政策贴民心

“老旧小区改造，主要改造水、
电、气以及道路、停车设施等。”展板
前，市住建局勘察设计科科长刘文玉
热情地向市民杜施和介绍着。

杜施和家住楚风客车小区，4 日
上午他到广场上散步，正好碰到市住
建局组织下沉单位开展“政策宣传进
小区 服务群众零距离”志愿服务活
动。他说，自己所在的小区正在进行
改造，自己对这一块的内容比较感兴
趣，想详细了解一下。

“您好，老人家！这是我们编印的
老年人防诈骗手册，送您一本看看。”
在其他单位展台上，大家也热情地为
过往市民介绍各类法规、政策和生活

知识。
当日，在市住建局牵头组织下，

下沉黄龙社区的各单位通过摆放展
板、发放宣传单、面对面咨询等形式，
向市民宣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宪
法、民法典、住建行业法律法规等知
识。结合工作实际，向市民详细讲解
老旧小区改造、房屋质量安全、小区
物业管理、电信金融反诈骗等热点政
策知识，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运用法
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良好意识。

“12 月 4 日是国家宪法日。我们
根据前段时间下沉社区收集到群众
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结合宪法日宣
传，组织开展了这次政策法规宣传活
动。”市住建局党组成员、下沉黄龙社
区工作队队长钱启明说。

当日，下沉单位共向市民发放法
律知识及政策宣传手册 500 余册、宣
传单 300余份，为 30余人提供了法律
咨询服务，既向公众传播了宪法知
识，又进行了各行业政策宣传，取得
了较好的普法效果。

送服务解民忧

今年 8 月，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
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启动后，市住
建局牵头市委老干部局、电信随州分
公司、农行随州分行等 3 家单位对口
联系黄龙社区，472 名党员干部第一
时间到社区报到，开展志愿服务。

（下转第二版）

——市住建局下沉社区志愿服务探访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清 通讯员 康辉

最近几天，受低温
雨雪天气影响，大洪山
风 景 区 频 频 出 现 雾 凇
景观，山坡上、树林间，
晶 莹 剔 透 的 雾 凇 冰 挂
随处可见，范围广、景
致美，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去观赏。

（随州日报全媒记

者李文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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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12月 9
日，市委书记钱远坤主持召开座谈会，
就谋划我市“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征求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部署要
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随州目标定位
和任务要求，主动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积极融入全省区域发展布局，高质
量编制好我市“十四五”规划。

市委副书记、市长克克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领导林常伦、张卫、刘宏业、杨

金贵、张书文、周峰、刘玲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各县（市、区）、随州高新

区、大洪山风景名胜区负责同志和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代表、市工商
联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分别发
言，围绕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增强创新
发展动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补齐社
会事业短板等提出意见建议。会议要
求，有关部门要对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认
真研究、充分吸收。

会议强调，要着眼新发展阶段，
全面对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策部

署、中央对“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抓好与省“十四五”规划
的衔接，立足于历届市委、市政府打下
的良好基础 ，科学编制好我市“十四
五”《规划建议》《规划纲要》及专项规
划，深谋细划、善作善成，一张蓝图干到
底。要着眼新发展格局，发挥自身优
势，突出产业特色，积极对接“武汉城
市圈”发展，深度融入“襄十随神”城市
群建设，加强与汉江生态经济带、淮河
生态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做大做强县
域经济、块状经济，着力建设全国具有

引领力的专汽之都、具有影响力的现代
农港、具有吸引力的谒祖圣地，打造全
省特色增长极。要着眼新发展布局，抢
抓中央一揽子支持政策机遇，认真落实
省委部署要求，加快谋划和推进一批打
基础、强功能、利长远的重大产业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改革事项，为“十
四五”发展提供动力支撑。要着眼人民
群众新期盼，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和城乡融合发展，持续保障和改善
民生，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钱远坤主持召开“十四五”《规划建议》征求意见座谈会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目标定位和任务要求
深谋细划善作善成推动随州高质量发展

全国劳模冉作义：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李静怡

服务群众零距离

用电焊锻造精彩人生
工人很多，但并非人人都称得上

“工匠”。冉作义，湖北程力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一名焊工，立足于平凡岗
位，刻苦钻研、踏实工作，发挥自己专业
特长，用一把焊枪在平凡的岗位上点燃
不平凡人生的绚丽焊花。

11 月 24 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冉作
义赴京参加大会，被授予“全国劳动模
范”光荣称号。

勤学苦练，在实践中提升技能

“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不打算学焊
工，觉得这个工种太普通。”冉作义回忆
道。2004 年，在荆门宏图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的冉作义为了尽早工作，扛起家庭
重担，由钳工转学焊工，毕业后先后进
入荆门炼油厂、荆门宏图飞机制造厂工
作。

“在学校里只能学到理论知识，真
正练技术还是要靠日夜实践。”冉作义
说，刚开始当学徒的时候，他连焊枪都
拿不稳。师傅告诉他：“要想当一名合格
的好焊工，靠的是扎实的基本功。”为了

练腕力，他每晚在胳膊上吊砖头，手腕
累得酸疼；为了练腿功，平时做事，他都
尽量蹲着，经常蹲到脚麻。功夫不负有
心人，一年光景，冉作义能手持两三斤
重的焊枪纹丝不动，蹲着焊接四五个小
时也不在话下。

为尽快掌握技术，他每天起早贪
黑，别人午休他练习，别人下班他加班，
对焊条的使用角度、焊接的电流强度、
施焊的方法仔细观察，用心揣摩，利用
分秒时间反复练习。那时经常手忙脚
乱，手脚常被烫伤，但他却渐渐喜欢上
了这焊花飞溅的灿烂场景。

在多年的艰苦实践中，冉作义的焊
接技术逐步提升，2016 年，他在随州市
组织的焊接大比武中荣获第一名，被授
予“随州工匠”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
2017年，在曾都区总工会举办的首届曾
都工匠选树活动中，冉作义获得焊接比
赛第一名，被授予首届十大“曾都工匠”
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2017 年 12 月，
他入选中国机械工业百名工匠。

冉作义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
子，成长环境艰苦，深知‘梅花香自苦寒
来’的道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

只要不怕吃苦、肯吃苦，就一定会有收
获。”

攻坚克难，在压力中实现创新

2012 年，冉作义作为专业技术人
才，被引进到湖北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成为危化公司油罐班组的一名
焊工。冉作义被大伙儿称为“闲不住”的
人，在车间里，他总是干劲满满，从不叫
苦。

2019年，公司接到一批海外油化工
程的大订单，经慎重考虑，公司决定把
这批重要订单的设计施工任务交给冉
作义班组。时间紧、任务重、质量要求又
极为苛刻，但冉作义没有退缩，他抱着
不怕困难、敢于吃苦的精神，带领班组
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制定周密计
划，优化设计方案，开展技术攻关。

“那时正值夏天，在罐体内密封，还
要穿上耐热防护服，一动就是一身汗。”
冉作义回忆道，他们没有被困难阻挠，
克服了设备老化、人手不足、天气酷热
等各种问题，夜以继日，连续一个多月
吃住在车间，将原本需要三个月完成的

订单在一个月内完成，同时，产品合格
率达到 100%，赢得海外客户的称赞，为
开拓海外市场铺平了道路。

“焊缝是罐体的‘心脏’，我绝不允
许自己经手的产品有瑕疵存在。”冉作
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每天下
班前，他都要和焊接检查员一起检查焊
缝质量，不合格的他加班加点再返工。
凭着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他用手中的
焊枪捍卫着公司产品质量。

几年来，他先后参加公司各项技术
革新和改造，与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完成
许多新产品攻关任务。其施焊的产品多
次被公司评为精品焊口，其参与制造的
油罐车，因质量过硬，多次中标国家重
点工程，产品出口海外。

倾囊相授，在焊花中传承技艺

“一点红不算红，一片红才叫红。”
冉作义坚信只有让每一个技工都掌握
精湛的手工技艺，才能让企业良性发
展。对于想向他学习的人，冉作义都会
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的经验倾囊相
授。 （下转第二版）

新闻发布会在汉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