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县公路管理局拟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期间对
X065 淮河收费站（K1+880 位于龙潭河中桥桥头位置）至淮河镇（K9+
381.933与 G312平面交叉）路段进行道路维修，途经李庄、龙泉村的车辆，
届时将采用单道放行的方式进行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按标志通行或绕
行。

特此公告。
随县公路管理局

2020年 12月 7日

关于X065淮河收费站至淮河镇路段
实行交通管制的公告

2
编审：桂运东 编辑：陈长军 张春燕 检校：陈华 石磊 版式：敖翔

2020年 12月 10日综合新闻

曾都区就业扶贫供求信息
湖北金龙集团公司招聘：1、外贸业务员 5

人，大专以上学历，年薪 20 万；2、销售精英 5
名，40 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年薪 15-20
万；3、法务专员 1 人，大学本科学历，法学专
业；4、普工 50 人，5000-6000 元；5、采购员 1
人，大专以上学历，3500-4500 元。联系电话：
18071374094刘先生

随州波导电子有限公司招聘：1、普工、检
验员 30 人，18-35 岁，初中及以上学历，2500-
4000 元；2、维修工 1 人，18-35 岁，高中 (中专)
及以上学历，有电路板维修的工作经验；3、ME
工人技术员 1 人，18-35 岁，高中(中专)及以上
学历，具有焊接相关经验的优先；4、IE 测试技
术员 1 人，22-35 岁，本科或大专以上学历，有
手机行业测试经验优先；5、产品经理 1人，22-
35 岁，大学本科及以上，电子、计算机、通信、
机 械 等 相 关 电 子 专 业 。联 系 电 话 ：高 女 士
0722-306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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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招聘：1、汽
车销售人员 30名，19-22岁，大专及以上学历，
应届毕业生优先；2、电焊工 30 名，45 岁以下，
会气保焊，6000-10000 元；3、装配工 30 名，
5000-9000元；4、学徒工，20名，3000-5000元。

联系电话：陈经理 0722-3308379
随州市晖宏兴布业有限责任公司招聘：1、

并 纱 工 15 名 ，20- 50 岁 ，熟 练 并 纱 工 优 先 ，
4000-6000 元；2、倍捻工 15 名，20-50 岁，熟练
倍捻工优先，4000-6000 元；3、修织工 5 名，
20-45 岁，熟练修织工优先，4000-6000 元；4、
挡 车 工 10 名 ，20- 45 岁 ，熟 练 挡 车 工 优 先 ，
4500-6500 元。联系电话：0722-3308282 韩女
士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聘：1、操作工
50名，22-38岁，初中以上学历，4000-6000元；
2、品管 5名，有品质检验工作经验，4000-6000
元；3、技术维修 5 名，有电子产品相关工作经
验优先，3500-5000 元；4、生产管理 2 名，机械
电气相关专业，4000-5000 元；5、品质、工艺、
体系工程师 3 名，22-35 岁，大专以上学历，有
品质工作经验。联系电话：0722-3308226

随州市曾都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地址：沿河大道 102号

尊敬的客户：

为向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金
融服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
定，我行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起正式
启用“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并打印
于我行签署的信贷业务相关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上。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形状为
椭圆形，内部包含我行机构名称、印
章章名和业务验证码。印模颜色有
红、蓝、黑三种，具有同等效力。其中

红色印模样式示例如下：

二、我行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与
我行的实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我行的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
均含有 22 位的业务验证码，您可通
过我行网站 http://www.abchina.com

进行验证。除业务验证码以外，我行
启用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打印的法
律文件中还带有水印等防伪标志。凡
通过业务验证码验证不通过的，或者
无上述防伪标志的，均为无效印章，
非我行真实意思表示。

如果您对以上内容有疑问，敬请
垂询我行营业网点。感谢您的支持和
理解！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

州分行

2020年 12月 7日

中国农业银行随州分行
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启用公告

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湖北
有限公司随州
分公司遗失随
州职业技术学
院 2019年 9月
6 日开具的质
保 金 票 据 一
份 ，号 码 ：
00457633，金
额 ：17735.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12
月 9 日，全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
建设向市直单位基层党组织延伸现
场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郑军强调，要突出问
题导向，坚持务实精准原则，做好巩
固提升文章，扎实推动纪检监察工
作规范化建设向市直单位基层党组
织延伸。

副市长、市公安局长熊桢参加。
参会代表先后实地学习了市住

建局、市公安局曾都区分局东城派
出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检所等
单位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经
验。推进会上，市公安局党委、市住
建局党组、驻市政府机关纪检监察
组、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市农业
农村局机关纪委书记、市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所支部纪检委员先后作交
流发言。

郑军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充分认识到推动纪检监察工
作规范化建设向市直单位基层党组
织延伸，是落实党内法规的必然要
求，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的有力抓手，是实现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构建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不断增强抓好该项工作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要扎实有效推进，坚持顶层
设计为先、队伍建设为要、系统推进
为重、务求实效为本，不断提升纪
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向市直单位
基层党组织延伸的质量和效果。要
压实责任、落实措施、抓实作风，以更
大力度倒逼纪检委员真履职、履好
职，持续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
建设向市直单位基层党组织延伸，
为随州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
证。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刘冬、通讯
员黄萍、汪照洋）“人活七十志不衰，宣
传政策写黑板……”12 月 9 日，广水市
郝店镇“老祝副食”杂货店门口小黑板
上，一首小诗吸引了路人纷纷驻足围
观。

杂货店主人名叫祝远华，今年 78
岁，是一位有着 42 年党龄的老党员。他
过去是广水市郝店镇光明二村会计，退
休后在镇上经营着杂货店。每逢闲暇，
祝远华喜欢阅读各类报刊，收看新闻节

目，了解国内外时政新闻，并用随身携
带的小本子详细记下各类要闻。

2016年 3月，祝远华在自家店门口
挂上小黑板，办起黑板报，积极向顾客、
路人宣传自己学习的知识。四年多来，
祝远华坚持每周刊发一期黑板报，风雨
无阻，从未间断，至今已“连载”230 余
期。

“从政，应德厚才高身正；治国，当
吏清法严政明。”“改革不停顿，开放不
止步。”“‘十四五’中国要办这些事：科

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深化改
革；乡村振兴，区域发展……”祝远华
的黑板报里，既有国家大政方针、时
政要闻，也有处世名言、自己的思考
感悟，内容十分丰富，吸引了众多“粉
丝”。

如 今 ，祝 远 华 成 了 镇 里 “ 红
人”，自家店门口也成了他宣传党的
政策阵地。“每次来送货，都能看到
黑板上写满了字，让我学到不少知
识，真是我们身边的‘新闻联播’。”送

货员湛红艳感慨道。
祝远华不光是“宣传员”，还是“劝导

员”。今年 7 月，郝店镇获评“国家卫生
镇”。祝远华每天都会把门前打扫得干干
净净，并积极号召周边群众爱护环境，劝
阻各种不文明行为。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更有责任和义
务带头宣传党的好政策，传播正能量!”
谈起“办报”，祝远华说，国家从落后走向
富强，全靠党的好政策，他想把这些好政
策传递给身边每一个人。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伍雅兮、通
讯员师亲、陈亮）12 月 5 日，随县公安
局万和派出所联合消防救援队历时 7
个多小时，将被困山林的两名少年成
功救出。

2020 年 12 月 5 日 19 时许，万和派
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两个小孩于中午
13 时许上山玩耍，至今未归，请求救
助。值班民警陈亮迅速组织人员出警，

赶到现场后经询问得知，小丽和小华（均
为化名，分别为 14 岁、6 岁）欲上山看风
电的“大扇子”，二人中午从冷岗光伏发
电站附近上山，一直未归。其家属已在附近
山头、小路寻找多时，未发现二人踪迹。

民警首先安抚家属情绪，并与村干
部、发电站相关员工研究现场情况。民警
随即组织人员分两组展开搜寻，经过 1
个半小时的搜索，终于在沙河村双湾组

与冷岗村交界的洞儿沟附近山崖下发
现二人。民警迅速将保暖衣物给二人盖
上，经过初步观察，二人均有受伤。

由于现场位于离山脚约五六十米
且近 80 度的陡坡上，下山后还要沿河
沟走两公里，道路非常狭窄，救援难度
过大。民警迅速将此情况上报局指挥中
心，请求消防救援队支援。当时深夜气
温骤降，风力不减，两名少年受伤需要

尽快治疗，民警商议后决定安排一人将
受伤较轻的小华背下山，剩余人员将小
丽固定在担架上，一起往下抬。

气温寒冷，能见度低，山路崎岖，荆
棘遍布。极限环境下，救援人员时刻绷
紧神经，拖着打颤的双腿，搓着冻僵的
手指，一点一点地挪动着前进，到 6 日
凌晨 2时，终于将两名少年安全送上救
护车。

近日，广水市组
织开展基层纪检监察
工作规范化建设向市
直单位延伸现场观摩
活动，16 个试点的市
直单位机关纪委书记

（纪检委员）组成观摩
团进社区、入展厅，仔
细 看 、主 动 问 、认 真
听，实地感受纪检监
察工作规范化建设的
有益举措。

（随州日报特约
记者刘冬、通讯员程
淇、李东明摄）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宏轩）12
月 3 日，湖北省矿山应急救援力量
职业技能比武竞赛在宜昌举行，来
自全省各市（州）的 9 支矿山应急救
援队伍同台竞技，我市宏林应急救
援队荣获团体奖第三名。

据悉，此次竞赛由省应急管理
厅主办，竞赛内容主要包括队列操
练、综合体能、呼吸器操作、挂风障、
伤员急救五个项目，既测试了救援
队员的体能训练情况，又考验了他
们面对突发情况时的灵活应对能
力。

市宏林应急救援队是我市突发

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
量，拥有各类专职技术人员 28 名，
建立了全市机械装备信息数据库，
接受省、市两级应急救援指挥调
度。该队成立 5 年来，先后参与曾
都区洛阳镇 2016 年水灾救援、随
岳高速 2018 年雪灾救援、广水宝
林隧道透水事故救援等应急救援任
务。2020 年在抗击新冠肺炎战役
中，该救援队充分发挥贴近基层、
贴近群众、组织灵活的优势，主动
承担抗疫物资转运任务，在生命救
援、灾害救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乔木、张
玉）“下沉党员干部进社区服务小
区，小区成立党支部后将开展哪些
贴近居民的服务和互动活动？”“小
区居民拥有的小车越来越多，如何
解 决 小 区 停 车 拥 挤 秩 序 混 乱 问
题？”……近日，曾都区西城街道协
商议事会议代表齐聚草店子社区，
就长盛苑小区红色物业建设问题展
开专题协商会。

此次专题协商会形式新颖，内
容多样。包括实地观摩长盛苑小区
党支部、参观家常点、协商点、现场

交流协商等内容。会上，下沉单位代
表、政协委员代表、党员代表、居民
代表分别提出小区党支部如何发挥
作用、停车难、绿化带被占用等问
题，业委会代表、物业公司、社区分
管干部、西城城管执法大队针对代
表反映的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积
极发言，为长盛苑小区红色物业建
设建言献策。

下一步，西城将在辖区全面铺
开“协商在一线 说事面对面”活动，
做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协商惠
民”，当好老百姓的知心人、真朋友。

暖新闻

点赞！“老祝副食”杂货店的小黑板

暖心！民警深夜搜救被困山林少年

全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向市直
单位基层党组织延伸现场推进会召开

宏林应急救援队
参加全省职业技能比武获佳绩

西城街道组织开展
红色物业建设专题协商

服务群众零距离
（上接第一版）

走访中，社区居民反映，一些小区绿
化带内毁绿种菜现象突出，破坏了小区
面貌，影响了居住生活。

对此，市住建局发挥职能优势，联合
各下沉单位，协同城管部门，成立“毁绿
种菜”集中整治专班，对黄龙社区 86 个
小区进行了全面摸排，制定专项清理方
案，入户宣传，引导住户自觉摒弃不文明
行为。对不愿配合的，会同城管部门进行
了强制清理，还居民以良好的居住生活
环境。

首“战”告捷后，作为牵头单位，市住
建局没有懈怠，该局联合社区开展党建
共建，局相关同志为社区党员干部讲党
课，会同社区一起积极推动居民小区“红
色物业”创建，以党建引领小区管理，整
合下沉“双报到”党员干部力量，在居民
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和功能性党支部，
建立职责清晰的分工体系，探索基层自
治新举措。

在市住建局指导帮助下，黄龙社区

按照“红色物业”创建要求，完成了程力
水岸国际、格林小镇小区业主委员会换
届选举工作；在 3 个小区开展“红色物
业”示范小区创建，凝聚多方合力，不断
提升解决实际问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
水平。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社区管理靠原
有力量难以跟上。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后，
我们开展群众工作有了帮手，在为群众
办实事的同时，也密切了与群众的关
系。”黄龙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送技术解民难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群众普遍关注。
市区两级住建部门摸排显示，黄龙社区
共有老旧小区 29个，涉及居民 1.5万户。

今年，黄龙社区有 5 个老旧小区纳

入改造计划。实施过程中，市住建局、市
建筑设计院多次组织现场踏勘，优化施
工设计，协调解决各类困难和问题，通过
改造切实改善群众居住生活条件。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市住建局还牵
头联合电信随州分公司推进黄龙社区信
息化建设。目前，该社区所有小区均实现
5G信号延伸全覆盖。

不仅如此，市住建局还放眼全市，党
员干部下沉随州城区老旧小区改造现
场，督促项目进度，协调困难问题，提供
技术支撑，确保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

曾都区北郊办事处楚风社区楚风小
区和楚风客车小区是老旧小区改造市级
示范项目，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中。市建筑
设计院成立专班，前期与规划编制单位
密切配合，优化施工设计；实施过程中，
与项目所在办事处、社区紧密联系，跟踪

服务，小到一棵树、一块砖的布设都要反
复考虑，为项目建设扫清技术障碍。

“过去我们小区污水横流、设施老
旧；现在面貌焕然一新，确确实实为群众
办了一件大好事。”走进西城街道办事处
通津桥社区幸福小区，干净整洁的墙面
上布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传
标语，氛围温馨浓厚。

在白云湖社区白云湖小区，一楼住
户徐文成老人再也不用为下雨而忧心
了。过去小区环境脏乱差，下雨污水横
流，他只能常年准备几只沙袋堵门；现在
经过改造，埋设了雨污水管道，脏乱差也
没有了，生活更舒心了。

“群众的期盼就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市住建局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发
挥牵头单位作用，配合其他下沉单位，各
司其职、各施所长，打好“组合拳”，下好”
一盘棋”，切实推动下沉党员干部在为民
办实事、解难题中练就过硬本领，努力实
现住建事业“十四五”良好开局，为城市
品质提升作出更大贡献。

用电焊锻造精彩人生（上接第一版）
在日常工作中，他凭着强烈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将自己的经验和焊接技巧，
现场讲解传授给其他工友和徒弟。2019
年 11 月，公司智能箱式车专业厂招了一
批新员工，冉作义主动前往，一对一手把手
把自己的经验和焊接技巧传授给他们。

“电焊工就是个熟练工，熟能生巧，
只要肯吃苦、多学多干，就可以做好。”冉

作义一直这样跟他的徒弟们说。工作之
余，他先后带出 20 余名学徒，其中邓家
志在前不久公司举办的焊接技能比赛中
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冉作义说：“一个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把自己的技艺传承
下去才更有意义。”

如今，身为电焊班班长的他，也总是
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致力于提高员工的
素质修养和综合能力。在日常工作中，他
鼓励队员相互比拼，通过两人焊接同一
种类型焊缝，比出优劣，让队员在实践中
学习，总结经验教训。而他更是以身作

则，遇到困难他先上，加班加点也从不缺
席。在他的带领下，他的班组呈现一种比
学赶超的良好氛围。2019 年，冉作义班
组先后荣获“湖北省工人先锋号”和“全
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气壮山
河的誓言，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电焊工，踏
踏实实、兢兢业业，用手中的电焊锻造出
精彩人生。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通
讯员王巧玲）近日，随城沿河大道改
造项目开工前，项目监督员给各参
建单位上了一堂廉政课，提前杜绝
边施工边设计、随意变更工程量等
不规范行为。

今年，市建投公司承担了全市
40 项市级重点项目，估算总投资 20
多亿元，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10亿多
元。项目多，投资大，廉洁风险多。为了
让项目建起来，干部成长起来，该公
司在每个项目开工前均开展廉政警
示教育，为项目建设划定纪律边线。

市建投公司把监督关口前移，
将纪检监督放在项目建设一线，与

项目建设同部署、同安排、同检查，
每次项目督导会必讲纪律，每次项
目检查必查廉政建设，让每一个项
目都成为廉洁的项目、规范的项目。
年初，该公司各项目实施单位均明
确了专（兼）职纪检监督员，参与项
目监督管理，将纪检监察工作贯穿
项目建设整个过程，在项目建设中
划出“警戒线”。

沿河大道改造项目责任人告诉
记者，“现在有纪检监督员为我们

‘把关’，我们知道哪些能干，哪些不
能干，避免了过去怕程序上不规范
而畏手畏脚的情况，底气更足，干劲
更大了。”他说。

市建投纪检监督员全程为项目“把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