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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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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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相伴 健康相随寒冬来临，为不影响

您的正常用水，请提前对

您使用的供水管道、表箱、

闸阀、水龙头等供水设施

进行防寒保暖处理。感谢

您的配合与支持。

随州市玉龙供水有限

公司

2020年 12月 24日

温馨提示

本人名下有一辆隆鑫牌正
三轮载货摩托车，车辆牌照：鄂
SV1930，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登
记，2020 年 12 月 24 日已申请注
销，但目前使用者不配合报废处
理，自登报之日起，该车所发生
的一切交通责任和法律纠纷均
与声明人无关。

特此声明。
声明人：申明勇

2020年 12月 24日

声 明 随县丁家垭水库工程建
设管理办公室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L5286000148702，
临时机构临时存款账户，开户
行：邮储银行随县支行，账号：
942005010012368895，声 明 作
废。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由本单位承担。

随州市大东石业有限公
司遗失采矿许可证（副本），证
号 ：
C4213212010047130061023,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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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杨仪凡）

12 月 24 日，我市召开住房公积金管
理委员会四届三次全体会议。市委常
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吴丕华出席会
议。

会议听取了市公积金中心 2019
年度工作和 2020 年元月以来工作情
况汇报，研究决策市公积金中心提请
的“多计提住房公积金风险准备金
10187.68 万元”审计整改问题，审议
通过了《随州住房公积金 2019 年度
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
归集使用计划报告》。

吴丕华充分肯定了两年以来我
市住房公积金工作取得的良好成绩。

他说，要不断扩大公积金缴存受益群
体。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住房公积
金扩面工作重点应该放在非公企业
员工、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等各类聘
用制人员，从政策上给予支持。要不
断提升公积金管理服务水平，全面实
施“全程网办”“不见面办”“零材料
办”，加强窗口服务工作，让缴存职工
在办理公积金业务中有获得感和幸
福感。要不断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
战，做到管理到位、监督到位，确保各
项工作安全有序开展。要不断提升决
策的科学化水平，主动开展调研，切
实发挥好管委会的决策和监督职能，
努力提高我市公积金管理水平。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杨仪凡、

通讯员刘常东）12月 24日，我市召开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电
视电话会。副市长吴超明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证照分离”改革全
覆盖试点工作情况，部署“证照分离”
改革任务。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分别作交流
发言。

吴超明提出，要充分认识推行
“证照分离”全覆盖试点的重要意义，
“证照分离”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基
础性工作，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更大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的重大举措，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市委、市政
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扎实推进改革全
覆盖试点工作。要明确工作重点，
坚持分类推进、信息共享、放管并
重，全力推动“证照分离”任务落地生
效。要强化责任担当，全力以赴推动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落地，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
释放内需潜力，为奋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有力支
撑，助力中央“六稳”“六保”政策稳步
实施。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

讯员高学良、包然）为全面加强我市
土地管理各项工作，切实做好自然
资源要素保障，不断提高全系统依
法行政能力和水平，12月 24日，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开展了《土地
管理法》专题培训。

培训会上，省自然资源厅政策
法规处相关同志以“土地管理法解
读”为题，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土地管
理立法的历程，以及新《土地管理
法》修改的背景、修改原则和重大改
变，从法律的本质破题，围绕自然资
源管理重大内容全面系统地进行了
讲解，既有理论的高度，也有实践的
深度。此次专题培训学习，帮助全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党员干部开阔
了视野，拓宽了思路，进一步增强了
法律意识，提升了学习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

平。
该局将强化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深刻认识学习运用新修《土
地管理法》的重大意义；深刻学习

《土地管理法》重大改变，以指导自
然资源和规划各项具体工作；持续
开展学习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依
法用地意识，为《土地管理法》贯彻
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
境；结合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省委
十一届八次全会和市委四届七次全
会精神，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做到善用
法治思维解决各种矛盾问题。

市、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有
关领导，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班
子成员和各科室负责同志、各县市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有关直属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分管同志及相关
执法骨干 100余人参加培训。

我市召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四届三次全体会议

我市召开“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展《土地管理法》专题培训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杨仪

凡）2021 年度全市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启动以来，全市各地各部门抓紧
抓实，全力推进党报党刊发行任
务。

截至 12 月 20 日，又有市邮政公
司、随州职院、铁塔公司、湖北齐星
公司等 85 家单位完成了《人民日报》

《湖北日报》《随州日报》等党报党刊
征订任务。

我市85家单位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汇“民声”惠“民生”
——小林镇全力办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随州日报通讯员 李君临

从抄表员，到线损管理员，到运检
部专责，再到供电所所长……他从基层
基础工作做起，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始
终扎根农电一线，在自己的服务岗位上
发光发热。他是国网随县供电公司最年
轻的供电所所长陶王柱，现任均川供电
所所长、“光满·爱心红丝带”共产党员
服务队队长。

“一心只为把工作做好”是陶王柱
的工作信条；“跟我来、一起干、走在前”
是他带好队伍的秘诀。陶王柱刚到均川
供电所上任时，均川镇面临着电网基础
较差、设备故障率高的难题，他积极向
上级汇报申请争取到了“配网标准化示

范乡镇”项目。为把这件民生工程办好，
他废寝忘食，白天走街串巷查看施工进
度，晚上挑灯夜战做施工计划，牢牢把
握工程的安全、质量和进度。经过 6个月
的连续奋战，他带领施工队伍安全顺利
完成了新增变压器 82台、改造高低压线
路 186 公里的大工程。2019 年底，10kV
均 61 铸造线改造工程获评国家电网公
司“百佳工程”。通过改造，均川镇的电
网结构得到根本的改善，供电可靠性得
到极大的提升，当地居民用上了舒心
电。

2018年，陶王柱从上一任队长手中
接过接力棒，成为了“光满·爱心红
丝带”服务队第八任队长。他积极响
应国家及当地政府精准扶贫号召，针
对 贫 困 者 无 法 从 事 重 体 力 劳 动 的 现
状，发挥行业优势，为贫困户每家免

费安装 3千瓦的光伏发电设备，开展光
伏扶贫，每家每年可稳定增收 3000 多
元。截至目前，陶王柱已为 29 户特困
家庭筹集资金免费安装了光伏发电设
备，助力村民获得稳定的收入逐步脱
贫。他还带领服务队进一步拓展帮扶
内涵，探索出“6+1”扶贫工作模式，
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批示肯定。陶
王柱说：“无论人员如何调整，服务队
的旗帜一直鲜红，全心全意服务困难
群众的宗旨从未褪色。”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
来，陶王柱迅速召集队员召开了一次
特殊的党支部会议。在他的带动下，
13 名队员们纷纷请战，积极投身抗疫
保电工作当中。防疫期间，均川供电
所担负着一个发热门诊和两个隔离点
等重要用户保电工作，陶王柱以所为

家，每天带领队员们戴着口罩走村串
巷，对乡镇医院、政府驻地等重要单
位开展线路特巡；加大“村村响”大
喇叭维护力度；手机 24 小时在线，随
时为客户解决用电故障……除此之外，
陶王柱还主动当起了“代购员”，开启了

“送货上门”等志愿服务，为贫困户送去
米、油等生活急需品，解决他们的燃眉
之急。疫情期间，他足足在所里坚守
了 56天没有回家。

2020 年 4 月，陶王柱被共青团中
央评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能
获得这项荣誉，更是一份责任！”陶王
柱说，未来将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带
领服务队队员们，以更高的标准、更
优的服务，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继续
做好扶贫助困等各项工作，在平凡岗
位上贡献青春力量。

在平凡岗位上挥洒青春
——记“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随州供电员工陶王柱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巧玲 通讯员 佘建伟

奋力打造奋力打造““汉襄肱骨汉襄肱骨、、神韵随州神韵随州””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市委四届七次全会精神

近年来，广水市持

续加强农村饮水工程建

设，构建了“三线一片”

总体建设框架，全面提

高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

平。图为广水市余店镇

净水站。

（随州日报特约记

者彭晓华、通讯员韩铁

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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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县小林镇党委、政府把改善人
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群众最关心的
问题上用心用情用力，以开拓创新的
理念解难题、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
全力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小路灯”照亮“大民生”

夜幕刚刚降临，小林镇街道两旁
的路灯齐刷刷地亮了起来。

“以前一到晚上街上黑黑的，沿路
的大货车又多，我们都不敢出门。现在
新路灯装起来了，老路灯也修好亮起
来了，晚上可以出门散散步、逛逛超市
了！”带着小孙子夜晚出门购物的黄阿
姨高兴地说。

小林镇新一届党委政府到任以
后，了解到小林镇主街区路灯问题后，
多方协调筹措资金，投资 37 万元对天
梯路和友谊路路灯进行了改造，新安
装路灯 40 盏，太阳能改电 31 盏，更换
LED灯头 33盏。

“我们现在跳广场舞更方便了，也
可以多跳几个小时，再也不怕店铺关

门没灯了。这两天抖音上都是老百姓
歌颂咱政府的，都说多少年没亮的路
灯亮了，感谢政府，感谢新一届领导班
子。”上天梯居委会小区 65岁的徐阿姨
感慨道，这下大家的“烦心事”变成了

“暖心事”。

“幸福水”惠及“千万家”

“这水总算干净了，再也不用担心
自来水发黄发臭了，可以吃得放心、喝
得安心！”看着清澈的水从水龙头流
出，徐阿姨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随
着双河水库取水口改建工程的完工，
困扰小林镇多年的供水质量问题得到
了解决，幸福之水涌入千家万户。

小林镇原取水口在双河水库的底
层，每年夏末秋初由于底层沉积物的
浮动和微生物等的综合作用，小林镇
自来水就会出现季节性发黄、过夜水
出现絮状沉淀物等问题。今年 6-7 月
份，持续两个月的强降雨，导致山体
落叶等经雨水流入水库，8 月份以来
小林镇自来水水质受此影响极速下
降，水质发黄、发臭等现象层出不

穷。一时间，居民怨声载道，信访矛
盾也随之上升。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农村
供水关乎人民福祉。小林镇党委政府
多措并行，在随县农村安全饮水“十四
五”规划实施之前，依托随县水利和湖
泊局的技术支持以及民营企业随县源
泉供水有限公司的近 150 余万元资金
实施了取水口改造工程，此工程的顺
利完工初步解决了全镇 4 万人的饮水
安全问题。一股股清泉不仅流入了百
姓家，更流进了百姓心田，真是一汪幸
福水、惠及千万家。

“齐进站”保障“路畅通”

小林镇地处鄂豫两省交界，东邻
河南信阳市 42 公里，西距河南南阳市
110 公里，312 国道横贯全境，212 省道
交汇镇区，车流量极大，且大型货运车
辆占比较高。3 年前，小林镇客运站由
于多种原因关停，从此“马路车站”成
了常态，客运车辆在主街区随处占道
停放，不仅扰乱了交通秩序，也给交通
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百姓所忧、我心所系。该镇高度重
视小林镇客运站车辆不进站、沿路停
放的遗留难题，成立客运车辆进站经
营整改专班，全面开展“车乱开”“道
乱占”等专项整治行动，并按照规定对
小林客运站内部及周边的基础设施进
行了提档升级。

“现如今，关停三年的镇客运站已
重启，小林镇沿线客运车辆已全部规
范管理、按规进站经营、依规停放。党
委政府还投入资金，新增高清摄像头 4
个、规划标准车位 500 余个，全面建设
道路违停系统，彻底改变了小林镇的
交通路况，为老百姓出行安全提供了
保障。党委政府全力改善民生，让老百
姓成为民生工程的最大受益者。”小林
镇有关负责人说。

“改善民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永远在路上。”小林镇主要负责人
表示，“将永远保持对人民群众的赤
子之心，坚持民之所呼、必有所应，
兜牢民生底线，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
全感更有保障。”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
情况予以公示。

杨光胜，男，汉族，湖北随县人，
1977年 12月生，全日制大学学历、法
学学士学位，2001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9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随
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市监察
委员会副主任。拟提名为县（市、区）
长人选。

公示时间：202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示期间，广大
干部群众可以通过信函、网络、短信、

电话举报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
公示对象德、能、勤、绩、廉以及遵守
组织人事纪律等方面的问题，反映情
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倡实名
举报，以便调查核实。

来信请寄：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邮政编码：430071；中共
湖北省委组织部“12380”举报网站网
址 ：http://www.hb12380.gov.cn；短
信 举 报 号 码 ：15102712380；举 报 电
话：027－12380。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
2020年 12月 24日

（2020年第 163号）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
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