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 告
为方便客户就近

在随州日报上刊登分
类广告（声明、公告、售
房、售车、招租、注销
等），原随州日报社一
楼（沿河大道 122 号）
办理随州日报广告业
务不变。特此敬告。

联 系 电 话 ：
3312088
随州日报社广告中心

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遗失声明
章建勋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鄂交运管许
可随州字 421300600437号，声明作废。

钟宇梅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鄂交运管许
可随州字 421300600131号，声明作废。

随州市恒诚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和法人私章，公章名称：随州市
恒诚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法人私章名
称：王海伦印，声明原公章和原法人私章作
废。

陈长学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鄂交运管许
可随州字 421300600314号，声明作废。

本 人 徐 安 琪 （ 身 份 证 号 ：
42900119870511004X），于 2017 年 10 月 22
日在随州市天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随州
恒大名都楼盘认购房产（房号 3－1－3202）
交款￥521913.00元（大写：人民币伍拾贰万
壹仟玖佰壹拾叁元整），票据类型：增值税
普票，票据编号为：420016135000108832。现
因本人不慎遗失票据第 2联（客户联），特此
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及法律纠纷均
由本人承担，与贵司无关。

周三庆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鄂交运管许可随
州字 421300600119号，声明作废。

因租赁合同到期，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湖北随州销售分公司郝店加油站（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21381MA490T8B2T）已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经广水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准予注销并停止一切
经营活动。即日起，该加油站一切经营活动与我公司
无关。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随州销售分公司

2020年 12月 15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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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彭晓
华、通讯员温文雅、王应）自 2021年
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启动以来，广
水市高度重视，加强督办，全力推
进，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进展顺利。

截至 12 月 15 日，该市已有郝
店、吴店、应办、城郊、武胜关、关
庙、太平、杨寨、余店、十里、李店、
骆店、陈巷、长岭、马坪、工业基地
等 16 个镇办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
务。

该市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的市直部门有市委办、人大办、政府
办、政协办、纪委监委、组织部、宣传
部、政法委、统战部、人武部、巡察
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税务局、
国土资源局、市场监管局、教育局、
水利和湖泊局、住建局、统计局、生
态环境分局、应急管理局、机关事务
局、信访局、农业农村局、人社局、林
业局、民政局、交通运输局、医保局、
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农商银行、农
发行、一中、育才高中、妇幼保健院、
邮政公司。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黄罡）近
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住房公积金服
务的通知》，全面开展服务群众“大
排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

据介绍，该中心将开展“大排
查”，梳理住房公积金服务中，特别
是对老年群体、特殊困难群众服务
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短板。开展“大
整治”，围绕群众观念服务意识、政
策制度执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转作风优服务等四个方面找问题，
制定整改措施，逐项落实。服务“大

提升”，坚持线上线下“两条腿”走
路，做到线上可办、线下更能办，网
上办理省时省心、柜面办理兜底保
障。

该中心计划在各实体服务大
厅设立老年咨询代办服务岗，划定
老年专座区域；推行授权代理、亲
友代办等方式，办理提取业务；畅
通“上门服务”绿色通道，在确需当
事人面谈签字的事项中，对行动不
便的老人，因伤残、患病等原因无
法到现场办理业务的客户，工作人
员将提供上门服务，现场办理。

广水全力做好
2021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梁稳）2021
年度党报党刊征订工作开展以来，
曾都区迅速召开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会议，安排落实好党报党刊征订任
务。

截至 12月 14日，曾都区已有东
城街道、南郊街道、城南新区、区委
办、区人大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
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
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区委
编办、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区委巡察
办、区信访局、区人武部、区公安分
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发改局、区
科经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
政局、区人社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
利和湖泊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

局、区文旅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区应急管理局、区审计局、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区统计局、区医保局、区
扶贫办、区城管执法局、区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区林业局、区档案
馆、区融媒体中心、区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区公共
检验检测中心、区招商服务中心、区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区供销社、区消
防救援大队、区城投公司、区乡投公
司、工业总公司、商业集团总公司、
进出口公司、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供
电公司、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
区科协、区工商联、区文联、区乡村
振兴办、曾都邮政公司等 67 家单位
完成 2021 年度重点党报党刊征订
任务。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鲍亚忠）
随县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为一项政
治任务抓紧抓实，要求各地各部门
按照相关要求，迅速部署落实，确保
在 12 月 21 日之前完成党报党刊发
行任务。

截至 12月 15日，该县县委办公
室、县人大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
县政协办公室、县委纪委监委、县委
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统战部、
县委政法委、县委政策研究室、县委
编办、县委巡察办、县委直属机关工
作委员会、县人武部、县人民检察
院、县发改局、县教育局、县科学技
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民
政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
水利和湖泊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卫
生健康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应

急管理局、县审计局、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县统计局、县城市管理执法
局、县林业局、县委党校、县档案馆、
县融媒体中心、县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县公共检
验检测中心、县招商服务中心、县产
业发展服务中心、县封江口国家湿
地公园管理处、县供销社、县城投公
司、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工
商联、县残联、县税务局、县生态环
境分局、县烟草专卖局、国家统计局
随县调查队、县气象局、县消防大
队、农业银行随县支行、邮政储蓄银
行随县支行、县邮政公司、电信随县
分公司、移动随县分公司、湖北楚天
视讯网络公司随县支公司、随县供
电公司、县经济开发区、万福店农
场、柳林镇、唐县镇、吴山镇等 69 家
单位全面完成 2021 年度重点党报
党刊征订任务。

随县69家单位
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曾都区67家单位
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12 月 15 日，曾
都区岁丰中心学校
举行主题为“妙笔
绘童心、岁丰我爱
你”绘画比赛活动，
200 多名参赛选手
在百米画布上挥毫
泼墨，即兴发挥，展
示自己的奇思妙想
和对生活的美好憧
憬。

（随州日报通
讯员陈坤林摄）

他曾在澳门街经营了 9 年灯饰，如
今跨界成为湖北省复合材料重点企业

“掌门人”；他曾对电商一无所知，如今变
身电商达人；他的客户曾仅限随州，如今
遍布全球。他就是湖北威通华彩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曾都经济开发
区的湖北威通华彩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看

到 ，厂 区 内 ，满
载 玻 璃 钢 格 栅
的 物 流 车 一 字
排开；生产车间
里，色彩鲜艳的
玻 璃 钢 格 栅 平
铺在流水线上，
工 人 们 按 照 操

作流程有条不紊地操作着。
“玻璃钢制品具有耐腐蚀、阻燃、防

滑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房产建
筑、舰艇甲板、楼梯栈道等领域。”聊起玻
璃钢格栅，张伟说得头头是道。该公司成
立于 2014 年，投资 1000 万元，提供就业
岗位 170 多个，产品畅销 24 个国家及地
区。今年前 9 个月，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000 多万元，一跃成长为湖北省复合材
料、玻璃钢格栅、玻璃钢制品重点企业。

2014 年，在澳门街灯饰行业摸爬滚
打 9年的张伟敏锐地发现，受电商冲击，
灯具市场传统营销之路越走越窄，如何
突出重围？而立之年的张伟认为，唯有转
型才能拓展新的市场。于是，他决定外出
学习。

思路一变天地宽，有着销售经验的
张伟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发现灯饰项
目投资太大，限于资金不足，他放弃了老
本行，把目光投向市场空间巨大的复合
材料行业。

“起初，我对电商一窍不通，可谓是
从零开始，怎么开店、怎么营销、怎么找
客户，全部依托百度，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百度。”张伟娓娓道来。功夫不负有心人，
作为复合材料行业后来者，凭借不怕吃
苦、勤奋好学的钻劲，张伟摸索出了一套
自己的电商销售经验，公司经过滚动发
展，眼下已成立了一支 30 多人的电商团
队，每天在天猫、淘宝上运营，用了三年
时间，公司在淘宝上做到了行业第一。

创业之路非坦途。“淘宝曾有个不成

文的‘规则’：低价至上。”张伟说，从事电
商之初，谁的价格低，谁的客户就多，谁
的生意就好。因一味追求价格，忽略了产
品质量，2017年，公司失去了很多客户。

“做得越大，风险越大，而不是收益
越多。”张伟补充道。发现问题症结所在，
2018 年、2019 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产
品质量上。公司用两年时间还清了产品
的“质量债”和客户的“信任债”。

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许多市政工程项目未开工，导致前 8 个
月市场低迷。随着复工复产的持续推进，
从 9月份开始，市场销路进一步拓展，公
司收到来自荷兰的订单，相继在浙江、安
徽等地收购两家注塑工厂，延伸产业链，
完善区域布局，助推企业稳健发展。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余运来

从“门外汉”到“掌门人”
——湖北威通华彩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的创业之路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
通讯员王万江）针对近期群众反映
随州城区白云湖有电打鱼等非法
捕捞现象，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
视、积极行动，迅速组织曾都区、随
州高新区相关部门研究部署，集中
开展白云湖电打鱼等非法捕捞的
专项治理行动。

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制定了《白
云湖电打鱼等非法捕捞等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成立了专项整治行
动领导小组，整合市区两级农业执
法人员队伍，并主动与公安机关对
接寻求支持，集中时间和力量开展
电打鱼等非法捕捞行为专项整治。

广泛宣传发动，市区两级农业
农村部门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在高
新区望城岗社区、曾都区城南新区
白桃村召集居民及既往涉渔人员，
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宣讲。发放信
息统计表、设立举报电话，加大对
非法捕捞线索的摸排梳理。

专项行动中，农业执法人员和

公安机关积极做好摸排发现线索
涉及非法捕捞渔民的思想工作 ，
得到了支持和拥护，一些群众自
行撤除了设置在河湖中的渔网渔
具。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累计收缴
非法地龙网 200 余米，劝离一批非
法涉渔可疑人员，白云湖电打鱼等
非法捕捞现象得到明显改观。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落实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
捕工作为着力点，常态化开展好白
云湖电打鱼等非法捕捞行为专项
整治行动。争取和利用好市级和
省厅渔政执法装备建设项目专项
资金，配置执法快艇和无人机、高
倍望远镜等设备，加快农业行政执
法现代化。继续探索上下联动、联
合执法、齐抓共管，实现打击违法
电捕鱼常态化，切实保护好白云湖
生态环境。

市农业农村局部署开展
白云湖电打鱼专项整治行动

市公积金中心
开展服务群众整治提升行动

质量农业

“往左边来点，再来点，好了好了！”
12月 14日，在曾都区东城街道烈山社区
丝织小区见到老旧小区改造的土建施
工员余波时，他正忙着与工人一起埋强
电穿路管道。余波负责丝织小区改造工
程中管网、混凝土等施工项目，他戴着
安全帽、手套，工作服和靴子上蒙着一
层水泥灰。

据余波介绍，他们已经在丝织小区
施工四五个月了，为了保质保量按时完
成施工，大家每天都很忙碌，早上 7点上

班，下午 5 点下班，中午在食堂吃完午
饭了，能稍微休息一个小时。

土建施工员既是体力活，也是技
术活。余波从事这项工作已有十多年，
经验丰富。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但工人
们在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余波说：

“干起活来就感觉不到冷了，手都没停
过，身上都是热乎的。”

采访时，正值附近的学校放学时
段，来来往往很多学生路过。余波边忙
碌边说：“我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想

赶在冰冻雨雪天气来临前早日完工。
孩子们上学也通畅些，周边居民出行
更安全。”

烈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方家友介绍，烈山社区目前正在改造
驰乐小区和丝织小区两个小区，共投
入 1300 多万元，涉及 1300 多户居民，
主要包括改造水电气、雨污管网分流、
道路刷黑、环境绿化、车位设计、路灯
照明、休闲广场、活动中心、安防监控
等工程。

两个小区的改造工程施工进展顺
利，目前已完工 90%，正在进行道路刷
黑、绿化工程、人行道铺装美化等收尾
工程，预计元旦前后可以完工。

连日来，曾都区老旧小区改造建
设如火如荼，建筑工人用他们的双手
和汗水为居民筑成了美丽家园，是寒
冬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环境改造好
了，居民住得舒心，我们挺有成就感
的。”余波期待着工程早日完工，提高
居民生活品质。

12 月 12 日，广水市蔡河镇观音堂
村瓜蒌种植基地，10 万株瓜蒌藤架上，
一颗颗橙黄的“小灯笼”挂满枝头，工人
来回穿梭，忙着采摘瓜蒌。

基地负责人王川介绍，该基地计划
投资 650 万元，种植 1000 亩瓜蒌，目前
已完成栽种面积 350 亩。基地全部建
成后，预计可带动 50 余户贫困户就业，
人均年增收 2200元。

产业是脱贫攻坚的生命线。近年
来，广水市大力发展扶贫产业，建立健
全利益联结机制，将贫困户牢牢嵌入扶
贫产业发展链条，实现了从“输血式”扶
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该市积极引导贫困户自主创业，发
展小微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市场主体，持续壮大扶贫产业链条。蔡
河镇观音堂村能人郝召创办艾叶微工
厂，免费为贫困户提供种苗、技术指导，
签订药材回收合同，引导全村 63 户贫
困户稳定种植艾叶 600 余亩，每亩年综
合性收入达 5000 元以上。城郊街道办
事处油榨桥村引进 6家企业，累计投资
3000万元，流转土地 2500余亩，带动全
村形成太空莲、王鸽、黑斑青蛙等十大
扶贫产业。

保障与培育并举。该市打通资金、
技术、人才瓶颈，推进资源要素对接，全

方位保障扶贫产业健康稳定发展。针
对贫困户有发展意愿、无资金投入现
状，设立风险补偿金，对符合条件有
贷款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扶贫
小额信贷“应贷尽贷”。培植 152 个第
一书记产业示范基地，从“要求贫困户
干”到“干给贫困户看”。选派 71 名产
业发展指导员，指导贫困户科学选
择、发展产业。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参加实用技能培训，构建技术支撑
体系。

扶贫产业一端连着企业，一端连着
贫困户。该市引导各类市场主体采取
租赁、托管、订单、务工、入股经营等方

式，带动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大自
然农业采取“公司+贫困户”产业扶贫
模式，建立 12000 余亩稻虾连作、特色
蔬菜种植基地，327 户贫困户通过土地
流转、土地入股和务工就业，户均增收
1万元以上。长岭镇泉水村引进 5家企
业，流转土地 3000 余亩，打造花卉苗木
种植区、生态养殖区、油茶种植区，村民
每年仅务工收入就达 150余万元。

截至目前，该市探索出适宜当地发
展的扶贫产业 24 类，培养创业致富带
头人 255 名，全市开展特色种养的贫困
户由 2014 年的 5%增加到 94.42%，带动
20972户贫困户增收。

答好答好三三个问题个问题 推进推进七七项重点工作项重点工作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杨仪凡 通讯员 熊晓枝

凛冽寒风施工忙
——丝织小区按下老旧小区改造“加速键”

特色产业助增收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刘冬 通讯员 程淇 高教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