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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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烈祝贺

随州市中心医院荣获随州市中心医院荣获“第六
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随州日报编辑部

生态环境保护是国之大计、民生关切。生态
环保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举措，也是对地方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体检。从 2016 年第一轮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开始，加之 2018 年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回头看”及长江保护与湖泊开
发专项督察、省级生态环保督察，随州迎接了数次

“环保大考”。
截至目前，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我

市 528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93项反馈意见按全
省统一交账计划整改销号 42 项，9 项已完成整改
正履行销号程序，其余正序时推进。我市以落实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着力补短板、强弱项，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
清，助推随州绿色高质量发展。

高位推动
解决环境突出问题惠民生

2016 年中央第一轮环保督察以来，我市更加
注重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探索实践，从“十三五”规划提出“在山上
再造一个随州”到后续构建鄂北生态屏障、建设生
态绿城的具体实践，把绿色发展更加鲜明地镶嵌
在高质量发展的旗帜上。

高位推动形成环保攻坚合力。我市成立了中
央环保督察市县两级党委政府“一把手”任组长的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和政府分管领导任指挥长的整
改攻坚指挥部，建立中央环保督察市领导领衔督
办、“三公开一回访”、“一张表”调度、“四清单”管
理等问题整改长效机制。

落实环保督察整改四年来，我市召开各类生
态环保专题会 160 多次，研究部署推进环保督察
整改、污染防治攻坚等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落
地见效。针对石材、采砂、畜禽养殖污染、噪声、异
味扰民等群众反映强烈、重复投诉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领衔盯办、政府分
管领导坐阵督导，实施专项整顿整治，确保取得实
质性成效。

在此基础上，“十三五”以来，全市累计调处各
类环境信访案件 5000余件，是“十二五”的 2倍多，
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群众满意
度、获得感大幅提升。

抓问题补短板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我市对标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深化生态
环保十大攻坚行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倾力守
护碧水蓝天。

2016 年中央第一轮环保督察以来，全市累计
完成危化品企业搬迁改造 3 家，散乱污企业治理
134家，专汽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 57家，城市黑
臭水体治理 14条，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治理 489家，
查处非法采（运）砂案件 249 起，整治澴水流域水
环境污染问题 308 个。同时，完成尾矿库闭库 9
座，落实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 585个，淘汰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312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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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杨仪凡）12
月 16 日、17 日，市委宣讲团赴随州市
委党校、市税务局、市烟草专卖局、随
州职院等 10 家单位宣讲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
神的热潮。

在市委党校，市委宣讲团成员、市
委党校副校长揭冰以《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行动纲
领》为题，从全会的概况和重大意义、
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要义、戮力同
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
奋斗三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释，对全会提出
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部署、新
要求进行了深入解读。

在随州职业技术学院，市委宣讲
团成员、市委党校副校长杨世勇作题
为 《开启新征程 擘画新蓝图》 的辅
导报告，从全会的基本情况及重大意
义、《建议》 的起草过程和基本框架、

“十三五”辉煌成就及当前经济发展环
境、2035 年远景目标及“十四五”时
期主要目标、《建议》 的核心要义及

“十四五”时期主要任务五个方面，同
与会人员分享了对五中全会精神的认
识和体会，引起了与会师生的强烈反
响。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理论
教研室主任姚瑶到市税务局，以《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行动纲领》为题，从充分认识十九届
五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十三五”辉煌
成就及当前发展环境、2035 远景目标
及“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建议》的
核心要义及突出亮点、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五个方面，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了深入解
读，全面回顾了“十三五”期间我国取
得的巨大成就，系统阐述了“十四五”
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基本理念、主要目标和重大举措。

在市烟草专卖局，市委宣讲团成
员、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主任余洋以

《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为题，从全会的重大意义、主
要内容、核心要义、贯彻落实“五个善
于”四个方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全会
精神。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市文联主席孙江涛以《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
题，从《建议》的重大意义、“十四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主要目标、
重点任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五个方面，运用详实的数据，结合鲜活
的事例，为市委宣传部、随州日报社等
6 家单位系统解读了十九届五中全会
作出的重大决定，详细讲解十九届五
中全会的重大部署。

市委宣讲团到10家单位
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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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规定》《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
施办法》等要求，湖北省第四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定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0 日对随州市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期间，督察组将公
开受理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并接受群
众对督察工作的监督。举报信箱：随
州 市 7 号 信 箱 。 举 报 电 话 0722—
3315006，举报电话受理时间为每日
8-20时。

湖北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20年 12月 20日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12
月 18日，市委政法委员会 2020年第三
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冯伟主持会议并提出，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市委四
届七次全会要求，为随州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副市长、市公安局长熊桢，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陈江波等出席会议。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市委四届七次全
会精神；市直政法各单位汇报了 2020 年
工作情况及 2021 年工作打算；审议讨论
了《关于成立市委平安随州建设领导小
组专项工作组组成方案》和《关于加快推
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
平安随州的实施意见》。

会议认为，2020 年全市政法工作取
得了优异成绩，有效地维护了政治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收官战，法治建设扎实推进，队伍
建设不断加强，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会议指出，全市政法单位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多层次多
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要先学一步，学深
一层，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学思践悟、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

会议强调，要全力冲刺，抢抓落实，
统筹调度，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如期完

成。要科学谋划好明年政法各项工
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
实市委四届七次全会要求，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相结
合，深入推进平安随州建设、扫黑除恶
斗争、政法领域改革、政法队伍建设，
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网络安靖、法治健全，为随州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落实市委四届七次全会要求
为随州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市委政法委员会2020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

关于对随州市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的公告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12
月 20 日上午，市长克克调研城南高铁
片区建设工作时强调，要明确发展定
位，不断完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
等，着力提升整体形象，不断提高核心
竞争力和综合承载力，为我市经济发展
培育新的增长点。

副市长、市公安局长熊桢，市政府
秘书长刘光海等参加调研。

克克首先来到编钟大道延伸线汉
十高速何店出入口段，现场听取曾都区
关于何店工业园区规划建设情况汇报，

到编钟大道延伸线麻竹高速随州南出
入口段，了解编钟大道延伸线工程进
展，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随后，克克来到随州高铁
站，详细了解高铁片区规划建设、重
点项目分布等情况，察看了解站前广
场停车场的交通组织及管理秩序等情
况，并对相关责任单位提出整改工作
要求。在综合管廊控制中心，克克走进
综合管廊内部详细察看建设情况，询问
建设资金投入、运行维护、管线管理等
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曾都
区、市直相关部门、承建单位负责人分
别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克克对如何解
决好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
意见建议。克克指出，高铁片区是展示
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加快高铁片区规
划建设对于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完善
城市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要秉持高质量发展理念，
深入研究、系统规划，整体推进高铁片
区建设，不断提升片区核心竞争力和综
合承载力，充分承接释放汉十高铁给随

州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红利。要
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做到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精细化管理，着力打造
宜居宜业环境。要立足片区功能定位，
加强交通路网、公共配套建设，加强要
素保障，加快推动片区形象塑造。要完
善产业布局，瞄准高精尖推动何店工业
园区提档升级，推进产业和城市有机
融合。克克要求，要加强高铁站综合
治理，形成合力攻坚，加大执法力度，
严禁黑车揽客等现象，维护随州良好形
象。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12
月 20 日下午，市长克克调研督导冬春
季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坚决克服麻
痹松懈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加强重点
环节管控，毫不松懈抓好冬春季疫情防
控工作。

副市长吴超明，市政府秘书长刘光
海等参加调研。

克克来到进口冷链食品新冠病毒
防控组集中办公场所和海天冷库，详细
询问进口冷链食品抽检和流通追溯情
况。他指出，进口冷链食品疫情传播风

险高、隐蔽性强，要关口前移、严格监
管，扩大检测覆盖面，加强对冷链食品
的追溯管理，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
追。在恒昌大酒店，克克详细了解集中
隔离点人员配备、工作流程等情况。
他指出，要把工作做实做细，准确掌
握隔离人员健康动态，做好隔离人员
的心理疏导。在曾都区西城街道铁树
社区，克克着重了解外地来随返随人员
管理、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落实情况。
他指出，要紧盯中高风险地区来随返随
人员等重点对象，加强小区管控，确保

无遗漏、无死角。在吾悦广场，克克仔
细检查了商场常态化疫情防控、安全管
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底
线思维，严格流量管理，加强情况预
判，完善应急预案，织密防护网，确
保商场安全有序开放。克克还到国药
控股随州公司察看了医疗物资储备情
况。

克克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
思想和侥幸心理，以高度负责的态
度，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查漏
洞、补短板，抓好关键环节，坚决守

住冬春季疫情防线。要坚持“人物
地”同防，严格落实闭环管理，严防
疫情输入。要落实“一单三证五不准”
要求，加强冷链食品管控和市场环境
监测排查。要全面落实落细重点场
所、重点人群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加强对境外和中高风险来随人员管
理。要做好防疫人员和物资准备，提
升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疫
情防控知识宣传，引导群众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确保全市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稳定。

克克调研督导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强调

坚持“人物地”同防 落实闭环管理
坚决守住冬春季疫情防线

克克调研城南高铁片区建设工作强调

完善产业布局提高综合承载力
提升功能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

“这个不动产证，以前总觉得遥不
可及，但今天实实在在地拿到手了，就
像做梦似的。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心情
也非常激动。由衷地感谢各级政府和
部门的领导，对我们水岸花城小区办
证的高度关注、关心和支持，才让我们
今天能得偿所愿。”12月 16日上午，在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李某、童某等
9 名随州高新区淅河镇水岸花城小区

的首批业主，顺利拿到不动产证后，脸
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接下来，该小区
329 户业主即可办理各自的不动产
证。

喜笑颜开的背后，是市委第四作
风巡查组锲而不舍督办信访积案的结
果，这也是市委作风巡查组啃下涉房
领域办证难的又一硬骨头。

去年 8 月 16 日，市委第四作风巡
查组接到水岸花城小区信访积案后，
迅速开展实地巡查走访，并到随州高
新区管委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住建局、市消防救援支队、淅河镇政府
等部门核实情况。 （下转第二版）

勇担当 善作为 保目标
——作风巡查

329户业主长达9年的
不动产证可以办了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黄闯 通讯员 张文

——作风巡查督促解决水岸花城小区信访积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