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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水城郊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内的楚丹禽蛋、松淳蛋业、桑普饲料、众志养殖合作社
等 8 家企业的 11 名企业负责人到城郊中心中学开展爱心助学，企业家们为每位学生赠送助学
金 1000元，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以优异成绩回报社会。 （随州日报通讯员 宋 蓓摄）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齐子青）近日，市生态环境局随县分
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赴洪湖瞿家湾开展红色教育活动，缅怀
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洪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
心，瞿家湾是湘鄂西苏区首府所在地。1927 年至 1934 年，以
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创建了以洪湖苏区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到达教育基地后，一行人在瞿家湾苏区革命烈士陵园进
行了一个简短而庄严的纪念仪式。大家怀着崇高和激动的心
情向革命烈士纪念碑三鞠躬并重温入党誓词。

单位负责人带领全体职工面对革命纪念碑，表达了永远
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初心和决心，并作了总结发言。他强调，
要以革命先烈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坚
贞不屈的英雄品格、万死不辞的奉献精神为榜样，始终坚持党
对环保工作的绝对领导。要牢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优异的工作业绩告
慰先烈。

此次活动，让大家对根据地历史、对革命先烈坚定的信念
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了解，思想得到洗礼，党性得到锤炼，理
想信念进一步坚定。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朱伟）近日，曾都区医保局召开党组
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

该局要求，全局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研读领会全会公报
和规划《建议》，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
到落实全会审议通过的规划《建议》任务上来，真正用全会提
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判断指导推进好各项医保工作，确
保学习贯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充分认识做好“十
四五”时期医疗保障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贯彻落实深化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为推动医疗保障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贡献力量。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玲玲）近期，随州市曾都区审计局
开展了“双评双治双促”集中评议活动，促进机关干部转变作
风、担当尽责。

该局通过公开述职、公开承诺、公开测评对 6个参评股室
实施百分制评议,邀请了两代表一委员”、企业代表、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 33名参与评议;局机关人员进行“双评双治双促”
作风整治绩效考核，从工作落实、担当作为、工作效率、遵守纪
律、服务群众等五个方面对参评股室进行评分；最后综合二项
评议结果，通报评出优秀股室并推出一个最差股室。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黄金苗）近日，随州市司法局高新
区分局把一名暂予监外执行对象张某送交看守所转送监狱执
行，这是全区首例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矫正对象执行收监。

暂予监外执行对象张某，女，因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执行过程中，因检查出有孕，2019 年 6 月 14 日人民法
院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2020 年 8 月 16 日暂予监外执行
对象张某哺乳期已满，暂予监外执行情形消失，依照《社区矫
正法》相关规定，高新区司法分局积极向人民法院提交了《收
监执行建议书》，2020 年 8 月 17 日人民法院决定将暂予监外
执行对象张某收监执行。

据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今年 7月 1日实
施之后的随州市第一起对暂予监外执行对象执行收监的案
例。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龚媛媛）12月 18日上午，随州高新区税
务局在八楼会议室举办“爱岗敬业我先行、平凡岗位勇担当”道
德讲堂，活动共分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谈感悟、作点评、送
吉祥六个环节，区局全体干部参加。

全体干部一起齐唱《公民道德歌》后，石璠、何方方结合自
己的工作实际和参加省局业务大比武的经历，分享了她们勤奋
自律、苦练躬行，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取，最终获得省局
表彰的先进事迹。王胜结合自己参加抗疫的亲身经历，以平实
的语言、珍贵的现场照片和短视频，生动地讲述了他担任隔离
点负责人坚守抗疫的忠诚履职的感人故事。

随后，高新区局干部一起诵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黄金
采、余昕阳作为高新区局青年干部代表上台交流了学习先进典
型的感悟，并表示，要以高新区局的先进模范为榜样，在税务工
作中，积极进取，勤奋学习，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用
实际行动向模范靠拢。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兆华）疫情防控期间，广水市马坪镇
发生一起夜间为躲避疫情巡查关闭车灯撞伤行人的交通事故，
导致被害人抢救无效死亡，被害人家属就民事赔偿起诉至法
院。广水市人民法院马坪人民法庭受理该案后，通过多次调
解，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庭履行完毕。

原来，郑某在疫情防控期间，驾驶三轮摩托车去父母家中，
途中为了躲避疫情防控人员的巡查而没有开车灯，遂将同向行
人晏某撞倒并逃逸，晏某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因该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和起因较为敏感，在当地引起了诸
多社会舆论。案件受理后，承办人刘全运法官意识到该案件的
社会影响较大，为尽快定分止争，刘法官第一时间找到双方当
事人进行调查询问，了解案件情况。在掌握案情后，多次召集
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庭将赔偿
款履行完毕，受害人家属也当场出具了谅解书，双方纠纷得以
化解，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靳义水、黄

练）12 月 15 日，全国第五届平安中
国“三微”比赛颁奖线上直播活动在
央视视频客户端播出，由湖北省税
务局、随州市税务局联合报送的税
案写真微视频《税剑斩黑恶》继在第
八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荣获“中国
税收优秀作品”后，再次获得全国第
五届平安中国“三微”比赛优秀微视
频奖。

据了解，本次直播活动共发布

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短视频、原
创音乐 MV、摄影作品六个类型的
十大作品奖，本次获奖的微视频作
品共 70 部，《税剑斩黑恶》是全国税
务系统唯一获奖的微视频。

《税剑斩黑恶》取材于“楚剑三
号”案件。该案是 2019 年 4 月由随
州市税务局最先发现线索、经湖北
省公安厅和湖北省税务局指定随州
市公安、税务联合查处的一起涉案
金额近千亿元的特大暴力虚开发票

案。《税剑斩黑恶》讲述了公安、税务
携手，以一家虚开普通发票公司为
突破口，顺藤摸瓜、层层剥茧，通过
信息联通、发票追踪、资金勾连、货
物识别、通信锁定等先进“数控”技
术侦查手段，对违法犯罪分子实施
围追堵截、最终将其绳之以法的主
要过程，告诫发票违法犯罪分子手
莫伸、伸手必被捉，展现了税务、公
安人员忠诚担当、敢于亮剑的良好
精神风貌。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聂亮成、王煜成）日前，湖北特检院随
州分院完成了广水风电场工程中大型履带起重机的检验工作，
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认可。

广水风电场工程准备使用大型履带起重机吊装约 100米高
的塔筒和 70 多米长的风机叶片。施工场地条件艰苦，工期紧
张，为了给用户节省宝贵的施工时间，随州分院接到报检后，当
即就安排检验员赴现场开展检验。在检验现场，检验人员现场
跟用户逐条讲解检验项目和改进建议，并依次完成了履带式起
重机作业环境的确认，外观检查，金属结构、主要零部件、液压
系统以及司机室的检测，完成了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现场监督
检验，并进行了相应的性能试验，有效保障了设备的安全和项
目顺利开展。

据悉，广水风电场工程是今年广水市政府统筹推进的重大
项目，同时它也是拉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分院在
此次检验工作中，所展现出来高效、专业、贴心的服务精神得到
了企业的高度赞扬。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雨薇）12 月 16 日上午，曾都区“建
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联席会议在曾都区
检察院召开，区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教
育局、民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化和旅游局、卫生健
康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团委、妇联等 13个单位负责人参会。

曾都区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领学和解读了《关于建立涉
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工作办法（实行）》《关于建
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工作办法（试行）》
文件精神，并详细介绍了 2020年曾都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情况，通报未成年人的有关情况，分析建立涉性侵害违法
犯罪从业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听取介绍后，各联席会议单位负责人纷纷发言，表示对于
“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大力赞同，并结
合各单位工作职能，就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从业人员从业限制
制度等工作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并就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落实性侵害违法人员从业限制、加大典型案例宣传等方面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会后，各参会单位负责人对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
从业限制制度进行了会签。下一步，曾都区检察院将与各单
位、各部门共同携手，将“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
度”“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到实处，充分履行好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周小

盼）近日，中国一冶建安公司随
州御府项目党支部召开学习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会，项
目书记领学了 《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 0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内容，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
加会议。

项目书记指出，学习宣传贯彻
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全体员工要深刻把握全会精神
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既要坚持
原汁原味学，又要多角度学深悟
透，要把集中学习与日常自学结合

起来，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
走深走实。学习不能照抄照搬，要
结合当前实际，做到入脑入心，通
过真抓实干来推动各项工作创新开
展。要营造宣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的良好氛围，让五中全会精神的宣
传教育快速“热”起来，汇聚起大家
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
量。

市生态环境局随县分局
开展红色教育

曾都区医保局
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曾都区审计局
开展“双评双治双促”
集中评议活动

高新区司法分局
完成首例矫正对象执行收监

曾都区检察院
积极构筑未成年人保护网

高新区税务局
道德讲堂活动学模范争先进

《税剑斩黑恶》在全国大赛中再获佳绩

湖北特检院随州分院
高质量保障风电工程

躲避巡查出车祸
法庭调解促和谐

中国一冶随州御府项目党支部
组织学习五中全会精神

说明：本次共抽查市玉龙供水公司水样 12 份，检测结果全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的要求。

随州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湖北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随州监测站

2020年 12月 18日

随州市城市供水水质公报

城东区管网末稍水
城西区管网末稍水
城南区管网末稍水
城北区管网末稍水
先觉庙水厂出厂水
封江水厂出厂水

国 家 标 准

澄清、无异臭、异味
澄清、无异臭、异味
澄清、无异臭、异味
澄清、无异臭、异味
澄清、无异臭、异味
澄清、无异臭、异味
不得有异臭、异味

0.97
0.63
0.57
0.69
0.98
0.29
≤1

93
91
92
95
94
90

≤45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不得检出

P H值
检测指标

采样地点 感官
总硬度
mg/L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浑 浊 度
NTU

7.66
7.56
7.58
7.52
7.41
7.32

6.5∽8.5

12
未检出

9
28
3

未检出
≤100

细菌总数
Cfu/ml

湖北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随州监测站、随州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
局根据《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联合于 2020年 12月 14日对市玉龙供水有限
公司先觉庙水厂出厂水和 12个管网末稍水水质进行了抽样监测，现将抽查检
测结果公告如下：

市中医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
健康热线：0722-3313000 3313560

中医相伴 健康相随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少东、贾广斌）

“综合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周到，有什
么不懂的，问她们都知道，还提醒我补缺的
材料，效率超高。”近日，到市政务服务大厅
办事的王先生笑着说，“对窗口提供的服
务，我非常满意。”

为推进“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综合窗口出件”模式，我市以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公开招投标，优选专业化、信
誉好的政务服务企业承担市政务大厅前台
岗位工作，为入驻市政务大厅的 67 个单位
配备前台服务外包人员 103 人，实行“部门
围绕窗口转、窗口围绕群众转”的运行机

制，打造“线上指导办、线下全城办”模式，
实现车驾管、出入境、住建、自然资源规划

（不动产登记）、发改（投资联审）、交通（海
事）、人社、市场监管（企业开办 210）、税务 9
个功能服务区一窗通办，将部门审批人员
从窗口咨询、预审收件等工作中“解放”出
来，一心一意抓审批与监管。与此同时，广
水、随县也先后启动政务大厅前台服务整
体外包工作，随州在全省率先实现辖区政
务大厅前台服务一体化外包，属省内首创。

服务意识增强了、办事程序精简了、行
政效率提高了……近一段时间，走进随州
政务服务大厅，环境整洁，设备齐全，政务

服务改革后不少市民切身感受到大厅的悄
然变化。

“现在方便多了，一个窗口交齐材料，一
天时间便可拿到营业执照，还免费赠送 3枚
公章。”来随州政务服务大厅办开户手续的
张先生竖起了大拇指。

政务大厅前台服务整体外包有效解决
了“多头管理”的弊端，巡检制度、早会制度、
窗口 5S 标准、服务七部曲……政务服务大
厅严格按照规范化管理的标准，从细微之处
入手，从着装仪表、待人接物、言谈举止、卫
生习惯等点点滴滴抓起。还将所有窗口人员
姓名、照片、服务监督二维码等制成公示牌

放在办公台上，让服务置于阳光之下。
一边是政务服务大厅大幅增多的业务

办理量，一边是不再增加的公务员及事业
编制，政务服务大厅前台服务整体外包后，
由中标单位深圳市特发政务服务有限公司
对人员进行集中化的招聘、培训和储备，以
时刻保障窗口运转，做到大厅窗口岗位人
员打通使用，实现“一人多岗、一窗多用”，
方便办事群众问有所答，及时有效解决群
众困难。

自今年 7 月前台服务外包以来，市政
务服务大厅收到市民的书面感谢信、锦旗
30余次。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 切实提升服务水平

市政务服务大厅前台服务
整体外包受群众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