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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特检院随州分院对随县万和镇鑫旺石业有限公司到期的
起重机进行了检验，检验人员依据安全技术规范，详检查严把关以确保特
种设备使用安全。图为检验人员正在对吊钩及防脱钩装置进行检验。

（随州日报通讯员 王 权摄）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讯员康
辉）12月 11日上午，随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第
九期摇号分配，市住建局机关纪委、市住房
保障服务中心纪检委员全程参与，监督摇号
分配全过程，认真履行基层纪检委员责任，
确保摇号分配公平公正。这是市住建局推
进基层纪检监察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纪检委员作用的一个缩影。

近两年来，市住建局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纪委关于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
设的精神要求，在市纪委监委驻市住建局
纪检监察组指导下，抓好顶层设计、队伍
建设、规范管理等工作，始终在“五个一”上
下功夫，即建立一套管用的制度规定、编制

一本详实的病毒防控手册、打造一个特色廉
政文化品牌、培养一支坚强的纪检委员队
伍，风险管控到点，监督执纪从严，不断推动
纪检监察向末梢延伸，实现监督网络全覆
盖。

该局党组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发挥基层
党组织纪检委员作用的实施方案》，坚持“政
治过硬、业务过硬、作风优良”标准，按照应
配尽配原则，在局系统设立党委、党总支或
支部委员会的基层党组织设置纪检委员岗
位，配备专兼职纪检委员。印发《政府投资
工程项目廉政风险防控手册（实行）》《随州
市住建局下属单位风险防控责任清单》《随
州市住建局机关岗位风险防控责任清单》

等，扎实开展“四亮四比”活动，充分调动基
层纪检委员工作积极性，激励纪检委员主动
履责。

扎实开展建设廉政文化建设，该局机关
及局属单位在办公场所显著位置张贴廉政
标语，浓厚党风廉政宣传氛围；设立“推进基
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宣传牌，明确
基层纪检监察工作重点、纪检委员职责等，
展示基层纪检委员工作风采。建设了随州
市住建局廉政文化教育中心，组织全系统党
员干部参观，为基层纪检委员开展活动搭建
平台。建立健全住建系统党员领导干部廉
政档案，做实做细监督职责的基础性工作，
精准开展监督。

在市住建局积极推动下，各局属单位积
极行动。市散装水泥办公室按照“五有”标
准（有完善的组织、有专门的办公场地、有齐
全的工作设备、有严格的工作制度、有充足
的工作经费），不断提高规范化建设水平；扎
实开展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集中整治
和“双评双治双促”等作风建设专项整治行
动，以及警示预防教育等，不断推动防腐倡
廉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推进。市防洪排水
管理处纪检委员认真履职尽责，协助支部书
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从维护党的
纪律、作风建设、制度落实、重大事项等方面
开展监督，实现了监督的“触角”向基层延
伸。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晓欢、盛心怡）近日，随县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热潮中，获“2020 年湖北省返乡创业示范县”称
号。

近年来，随县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
三年行动计划，累计新增农民工返乡创业 3430人，带动就业 1
万余人，为大众创造了良好的创业生态环境，营造宽容开放的
人文环境，给返乡创业者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随县将大力营造浓厚的返乡创业氛围，进一步加强组织
领导，优化创业服务，落实补贴政策，强化示范带动，加大宣传
引导，不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带动更多人员返乡创业，为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随县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厚锦）“除了保障粉铺村用户的用
电需求，我还担负着万店所 1.7 万余户的采集系统漏抄排查，
数据异常治理，停复电异常处理等日常运维工作，早到迟退，
以所为家已是常态……”12月 3日，随州曾都区供电公司举办
了一场“党建+服务 为美好生活充电”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
动。

此次道德讲堂活动共分为“诵经典、讲故事、学模范、谈感
悟、唱歌曲、送吉祥”等六个环节。4 名青年员工饱含深情地
演绎抗疫诗歌《你的样子》，让与会人员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
鸣。通俗易懂接地气，带有随州地方语言特色的情景剧《您满
意就好》，向全体员工讲述了电力红马甲“想群众之所忧、急群
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愿”的服务故事，展现广大员工用实际
行动践行“你用电 我用心”服务理念的良好精神面貌。来自
基层供电所的所长瞿成和青年员工马蒋凌，分别围绕“家文
化”和“供电所党建+优质服务”主题分享自己的工作感悟。

随州曾都区供电公司以广大员工服务基层、服务发展为
理念，将“你用电，我用心”的服务理念融入道德讲堂，分享道
德感悟。以“真实、贴近、互动”的道德讲堂形式，弘扬“人民电
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以此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通过身边
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传递身边正
能量。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兰婷）“我对不起首饰店的老板
娘，我很后悔，不该走抢劫这条路。”近日，一场远程视频庭
审在曾都区检察院、法院、看守所之间进行，被告人高某某
在庭审现场表示忏悔。

2020 年 6 月 5 日，高某某在被害人叶某某家门口蹲守
一夜后，趁叶某某开门瞬间，强行持刀闯入家中，抢走叶某
某铂金戒指及首饰店钥匙。随后，高某某将叶某某反锁在
屋内，来到叶某某的金店，撬开该店卷闸门，进入店内劫取
黄金项链、挂坠、耳饰等 150 件。得手后，高某某迅速逃离
现场。

当日 17时许，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区分局东城派出所民
警将被告人高某某抓获，其抢劫的黄金饰品等财物被悉数
追回。

9 月 27 日，曾都区检察院以被告人高某某涉嫌抢劫
罪、盗窃罪向曾都区法院提起公诉，并适用认罪认罚。

曾都区检察院通过远程庭审系统对该案出庭支持公
诉，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发表了公诉意见，一审法院全部
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判决：被告人高某某犯抢劫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犯盗窃罪，判
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决定合并执
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三千
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兆华）今年以来，
广水市人民法院围绕平安广水建设，向“黄
赌毒”重拳出击，净化社会风尚。近日审结
的彭某晴、李某夫妻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
毒案件公开宣判：以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容
留他人吸毒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彭某晴
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
元，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以犯贩卖、运输
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八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该案宣判后，两被告
人表示服从一审判决，对自己的行为认罪认
罚不上诉。

法庭审理查明，被告人彭某晴自 2018 年
初，先后通过微信转账、现金支付等方式，贩
卖毒品给林某、谭某、徐某龙、余某昭、李某
红、冷某意、何某辉等人。2019 年 1 月，被告
人李某得知丈夫彭某晴贩卖毒品的情况后，
积极帮助彭某晴保管毒品、管理贩毒资金。
彭某晴贩买毒品收取的资金大都转账给李
某，或直接由吸毒人员扫码转款到李某账户
上。

2019 年 3 月 22 日至 5 月 3 日，彭某晴先
后 4次分别容留余某昭、林某、谭某等人吸食
冰毒和麻果的混合物。2019 年 5 月 1 日，彭
某晴、李某驾车去湖北恩施游玩，其间彭某
晴联系湖北潜江贩毒人员朱某峰（“老朱”），
从其手中购买毒品冰毒、麻果回广水贩卖。
双方谈妥后，由李某向朱某峰一方转账支付
17.5 万元，计划向朱某峰购买 500 克的冰毒
和麻果。朱某峰因为随身没有太多现货（毒
品），仅交给彭某晴毒品 250 克冰毒和麻果，
约定剩下的毒品等有货的时候再来拿货。
返回广水后，彭某晴、李某将买来毒品藏在
彭某晴父母家。此后，彭某晴将其中大约价

值 1000 多元的毒品贩卖给谭某、何某辉等人。2019 年 5 月
7 日，公安民警在工作中发现彭某晴有涉毒嫌疑将其拘
留。5月中旬，被告人李某担心事情败露，在广水办事处其
入住的某宾馆房间卫生间，将剩余毒品全部倒入厕所，冲入
下水道销毁。同年 8月 5日，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刑侦大
队将涉嫌贩毒网上追逃的被告人李某抓获。

广水法院将继续发挥审判职能，履行综治成员单位职
责，依法惩处“黄赌毒”及其他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为平安广
水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坤坤）“感谢铁塔公司，安全有保
障，帮我把车找到了！”近日，美团小哥们在随州铁塔换电售后
微信群向铁塔工作人员表示感谢的留言。

自铁塔换电平台于 2019年 10月开通运营以来，不光方便
了外卖小哥随时换电，能省时省力多跑单；还通过铁塔锂电池
GPS定位系统找到小哥被盗车辆 3台。电瓶车是外卖小哥的
生存工具，车丢了便没法开展工作，铁塔锂电池带有的 GPS
定位系统成为找回电瓶车的“千里眼、顺风耳”，铁塔工作人员
通过查看 GPS的轨迹，可以锁定电瓶车所在的位置。

据了解，外卖小哥现在只需下载铁塔能源“飞哥换电”
APP，就可以使用遍布城区各处的 10 余台换电柜，实现扫码
智能换电，锂电池便捷安全，无限续航，还有 GPS定位。

中国铁塔作为领先的分布式智慧能源服务运营商，依托
动力电池的备电使用经验、专业化维护能力和可视、可管、可
控的智能监控系统，面向金融、交通、医疗、低速电动车客户群
体及一般工商业用户提供备电、发电、充电、换电、储能等电力
保障和能源服务，致力于打造全国性的电力保障与能源服务
专业化公司。

目前，随州铁塔已与随州邮政快递、美团、饿了么以及广
电网络等客户深度合作，完成城区 12 个网点专用充电柜建
设，为邮政快递和广电网络的电动车新增 397 套铁塔的动力
锂电池，极大提升了外卖、速递、网络维护等行业的电动车充
换电效率。

延伸基层监督“触角”

市住建局扎实推进基层纪检监察规范化建设
随县
荣获返乡创业示范县称号

曾都区供电公司
讲好身边的电力故事

铁塔换电
提供可靠服务保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弦）“2019 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还有多缴的 133.29元税款，数额这么小，跑一趟税务局都不划
算，我申请放弃退税算了。”近日，湖北弘博通信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李秀泽接到曾都区税务局的退抵税电话提醒后
如此说道。

李秀泽本以为事情会到此结束，没想到税务工作人员不
光没挂断电话，还提醒他只需在网上电子税务局办一个抵欠
流程，无需来实体办税大厅提交纸质资料就能在网上抵欠，下
次需要交纳企业所得税税款时就可以直接用这 133.29元抵减
了。了解到这个情况，李秀泽马上去试了试网上办理流程，5
分钟不到，就把流程全部办完。

“税务局的提醒很贴心，服务也周到，现在办税也简便，轻
轻松松就能全程网上办好。虽然多缴的税额不大，但是税务
部门这种事事处处为我们纳税人考虑的态度，让我深受感动，
为他们点赞！”李秀泽在体验完网上抵欠流程的便捷后发出
了感叹。

据了解，曾都区税务局通过优化办税流程，严格推行“非
接触办税”“网路办税”，同时利用税收大数据，对辖区内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多缴税款的纳税人开展退抵提醒，并辅助纳
税人通过网上办理退抵税流程，已累计处理以前年度多缴企
业所得税 122笔，累计退抵税款 498.28万元，其中 2000元以下
的小额退抵税 62笔，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纳税人的小额多缴
税款不好退、不方便退、麻烦退的难题。

“网上抵欠”
解决小额多缴“大难题”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唐新民）近
日，市疾控中心召开抗疫国债资金建
设项目专班会议，要求专班人员各司
其职，项目建设过程做到公开透明，
严格资金使用审核审批制度，确保项
目建设高效质优合规实施。

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疾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
高度重视疾控工作，加大对疾控工作
的投入，先后给市疾控中心拨付近 1
亿资金进行疾控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中心党委为有效防范重大工程
项目建设中的廉政风险，成立了两个
项目建设专班，专班人员涵盖专业技

术人员、财务、纪检等，要求专班人员
全程跟进项目建设，从立项、招标、合
同签署、资金使用、工程进度、工程质
量等入手，把握每个环节，监管好每
个细节，建立一套完整齐全项目建设
档案资料，对资金、物料实施严格管
控，杜绝违规违纪操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玉、乔木）
为加强西城街道新冠肺炎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减少人员聚集，有效
切断疫情传播途径，近日，西城街
道开展关闭麻将馆专项行动，引导
居民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赢得居民称
赞。

7日下午，西城组织各社区书记、
治保主任、网格员、巡防员、社区辅警
召开了关闭麻将馆专项行动工作推

进会，正式吹响西城街道关闭麻将馆
专项行动的冲锋号。

西城街道以网格为单位，以“路
边、街边、巷边”麻将馆为整治行动重
点，由社区干部带队，网格员、巡防
员、辅警参与，派出所民警配合组成
行动小组，对辖区麻将馆进行摸排，
并上门劝导经营者关闭麻将馆。同
时，西城街道还印制了 1000 份《关于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暨关闭麻将馆

通知》及《关闭麻将馆相关法律法规
条文》，组织动员宣传车、扩音器播放
关闭麻将馆的通知，在群众中形成宣
传声势。截至目前，西城街道共关闭
麻将馆 212 家，第一阶段行动目标基
本完成。

下一步，西城街道将把关闭麻将
馆持之以恒抓下去，形成长效机制，
组织人员不间断巡查，确保居民安宁
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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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岗位
（一）公司副总经理（一名）
（二）公司市场部经理（一名）
（三）公司办公室文员（一名）
（四）公司宣传部文员（一名）
（五）景区国学老师（两名，含陶艺师一名）
二、报名截止时间、方式：

（一）报名截止到 2021年 1月 10日
（二）报名方式：提交简历至以下地址：
随州炎帝故里景区办公室 联系电话：0722-3339939 18908669200

炎帝故里景区招聘启事

男子持刀劫金店获重刑

西城街道办事处关闭辖区麻将馆

市疾控中心加强抗疫国债全程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