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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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随州农村商业银行荣获湖北随州农村商业银行荣获
“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神农丰源湖北国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随州市
第五届市直机关
运动会工间操比
赛举行，25 个代
表队同场竞技，
以拼搏进取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迎 接 新 年 的 到
来。

（随州日报
全媒记者徐斌
摄）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讯
员张曼）2020 年，我市高位推动招商引
资工作，围绕重点产业引链、强链、补
链，进一步强化精准招商取得实效。1
至 11 月，全市新签约项目 175 个，合同
金额 503.7 亿元；全市新开工项目 203
个，合同金额 310.9亿元。

为加快推动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
展，我市牢牢抓住招商引资“一号工
程”，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成
立全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市领导
领衔重点产业招商引资洽谈、推进和服

务工作，营造大抓招商的浓厚氛围。围
绕专用汽车、优质农产品、能源、文化旅
游等重点产业，收集上下游产业链企业
信息，锁定企业相关联的一批原材料
供应、上下游协作等目标企业，谋划
170 个重点产业招商项目，建立 《全
市重点推介招商项目库》，更新全市招
商引资指南，编制全市招商地图，突出
招商目标区域和目标企业，开展精准招
商。

我市突出主导产业引链、强链、补
链，洽谈引进四通专汽新产品研发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轻量化交联聚乙烯防腐
专用车产业化等项目，强化专用汽车生
产检测、研发产业链条；洽谈引进炎
顺生态科技香菇深加工等一批香菇产
业项目，进一步完善我市香菇菌种繁
育、香菇机械、香菇种植、香菇深加工全
产业链条。抢抓国家支持“两新一
重”建设机遇，精准策划包装、积极
向上申报、加大宣传推介，洽谈引进
中国燃气战略合作、省电力公司随州

“新基建”、全市长江大保护水环境综
合治理等项目。积极摸排僵尸企业，

精心谋划项目，加大与央企、国企及
头部企业对接力度，引进新兴铸管、
许继集团收购重组湖北全力集团、湖
北三铃专汽有限公司，催生“老树开
新花”。

我市扎实开展“五个一”包保服务，
大力弘扬服务企业“有呼必应、无事不
扰”的“店小二”精神，做好对接洽谈、项
目签约、申报审批、开工建设等全流程
全过程跟踪服务。加强对各地新签约
和新开工项目的调度，全力打通项目落
地“最后一公里”。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讯
员刘佩林）2020 年 12 月 25 日，程力汽
车集团旗下核心企业——程力专用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提前 6 天完成年度 75
亿元目标，产值比上一年净增 15 亿元，
再一次实现历史性突破。

2020 年 12 月 30 日，走进程力新厂
区医疗设备专业厂，工人们正在快马加
鞭生产一批负压救护车。负压救护车是
程力集团去年因时顺势重点发展的一
款新产品，成为程力专汽板块的一大亮
点。

去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极大考验。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程力将社会责
任放在首位。”程力汽车集团总经理程

阿罗介绍，“疫情期间，公司紧急召回
200 多名生产工人，加班加点生产各种
应急车辆 300 多台，及时推出负压救护
车、医疗废弃物转运车、疫情消毒车、应
急抢险车、核酸取样检测车等适销对路
的紧缺产品，驰援全国及国际疫情防控
第一线，与病毒扩散抢时间、夺战场。”

“复工复产战役打响后，我们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将年初制
定的目标从 70亿元调整到 75亿元。”程
阿罗表示，为实现目标，程力坚持走高
质量发展之路，加强科技投入，强化产
品提档升级，深耕高端市场。新厂中，重
型卡车生产线、高档环卫车生产线、国
内先进的开平生产线都已建成投产，蓄
积发展动能。

去年 3 月份以来，程力专汽的生产
销售持续快速攀升，平均增长速度超过
20%，高于历史同期增长水平，创造了
单日产量 228 台、月度产值 9.375 亿元、
季度产值 27.85亿元的三项历史最好成
绩，打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新厂建设
全部竣工投产，全年实现产值近 20 亿
元，比上年翻了一番，成为程力集团最
大的增长点。

2020 年，程力集团排名中国民营
企业 500 强第 359 位，较上年提升了 83
位；排名湖北省民营企业制造业 100 强
第 4位。

“2021 年，公司将调整发展战略，
从传统的专汽生产向汽车生产与底盘
销售共同推进转变，实现相互促进的发

展格局。”程阿罗介绍。目前，一方面，程
力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专业厂、直属厂、
成员厂同时发力，每年生产各类汽车 7
万多台，底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
方面，随州作为中国专汽之都，专汽企
业底盘需求量很大。公司通过改变汽车
制造一枝独秀的现状，实行汽车制造和
底盘营销“两条腿”走路，进一步做强做
精主业，为随州专汽产业发展贡献力
量。

程阿罗表示，新起点，新征程。程力
将抓住发展机遇，以高质量发展为战略
推手，高度重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
转变，从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管理模式
转变，从产品守成向产品创新转变，奋
力实现 2021年 85亿元专汽产值目标。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刘冬、通
讯员温文雅、高教荣）“喜欢吃大个
溏心蛋，去拍一号，一号平均每个蛋
的重量都超过 60 克。收到货后只
要蛋的外壳没有破损，都可以储存
180 天……”2020 年 12 月 25 日，拼
多多松淳官方旗舰店的直播间里，
主播热情地向全国粉丝介绍广水松
花皮蛋。

松淳蛋业主要从事皮蛋加工销
售。该公司牵头组建了龙腾养殖专
业合作社，推行“统一种苗、统一防
病、统一回购、统一销售”的模式，携
手鸭农抱团闯市场，吸纳养殖会员
120多户，养殖蛋鸭 50多万只，年产
值达 5000 万元。“我们在各大平台
上都设有店铺，今年网上交易超过
150 万 单 ，电 商 交 易 额 超 2000 万
元。”松淳蛋业公司电商经理蒋帅介
绍。

广水市是全国第二批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市）、湖北淘宝
直播村试点县。近年来，该市因地
制宜，加快培育电子商务新型支柱
产业，推进电商下乡进村，电子商务

逐渐成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新引擎。
该市依托供销社、邮政公司等

资源，建立覆盖全市的农村电子商
务服务站（点），促进农产品销售，还
提供转账汇款、手机充值、车票代购
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大力推进电商
人才队伍建设，实施电子商务千人
培训计划，鼓励返乡大学生、大学生
村官、退伍军人参训创业，着力弥补
农村电商人才缺口。

该市积极创建电商网红品牌，
刺激线上消费，广水箭杆白、广水胭
脂红桃、吉阳大蒜、余店“三白”
蔬菜等绿色农产品畅销全国，带动
贫困户脱贫增收。组织申报省级扶
贫产品，发动预算单位爱心消费，
推进“三专一平台”建设，形成“线
上线下”双线流通，全市 67 家企业

（合作社）238 个产品通过省级认
定。

2020年 1-10月，该市完成电子
商 务 交 易 1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其中农产品网销额达 4.5 亿
元，同比增长 47%，惠及贫困对象
1.6万人以上。

强化精准招商 着力引链强链补链

2020年1至11月我市新签约项目175个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爽）2020
年 12月 30日，随州电网用电负荷达
92 万千瓦，九次刷新入冬历史负
荷 ，较 上 年 冬 季 最 大 值 增 长
12.82%，电网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元旦春节期间，全市有望亮亮堂堂
温暖过冬。

近期，受持续低温寒冷天气、工
业生产快速恢复等因素影响，全社
会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国网随州供
电公司预计用电负荷将突破 100 万
千瓦。为确保电力可靠供应，随州
供电公司建立迎峰度冬保电组织体
系，周密制定保电预案，统筹细化电
网方式安排，积极协调襄阳、孝感等
地电力调度机构，通过相邻电网联
络线提供负荷转供支持。

目前，随州已成立市、县、所三
级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平均故障修
复时间 1.18 小时，到达现场及时率
达 100%。在度冬前，供电公司清
理并整治高故障配网线路 122 条，
完成 35条输电线路、800余公里的
无人机巡检工作。针对低温雨雪天
气，强化设备特巡特维，落实输电
线路防覆冰、防舞动等措施，全力
做好应急物资储备，确保故障高效
处置。

此外，针对外地人员返乡后用
电负荷突增情况，随州供电公司将
全面加强供电所及营业窗口服务监
督，畅通“网上国网”APP 等电子服
务渠道，为市民提供更安全、更贴
心、更周到的便利服务。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
诗、通讯员刘念、钱亨）近日，省经
信厅公布了 2020 年度省级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和小型微型
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名单，随州武汉
理工大学工业研究院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火凤凰云创空间科技

（随州）有限公司小型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湖北大随通物流
园有限公司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
新示范基地 3 家机构入选，随州市
国际汽车城置业经营有限公司小
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随
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随州市蓝天农资物流配送有限
公司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通过复核。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中小企
业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各类机构为
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公益性服
务，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各公共
服务平台和小微基地不断提升服务
能力，构建了线上线下、互联互通、
覆盖全市的综合型服务体系，形成
了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多元化、
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服务格
局，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助力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方面
发挥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江开军、
通讯员王竞晞）“香稻大米每斤 4.5
元，一般大米每斤 2.1 元。”2020 年
12月 29日，随县神农稻香米业有限
公司报出他们的大米零售价格。

“香稻大米香味浓郁口感好，尽
管价格是一般大米的两倍多，依然
很受消费者欢迎。”神农稻香公司老
板何绍忠介绍，他们在随县柳林镇
建有香稻种植基地 2100 亩，和以前
种植一般水稻相比，种植香稻的综
合效益实现翻番。

今年，随县大力推广香稻种植，
推动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该县从

去年试种的 7 个品种中选取 4 个向
各镇推广；成立稻米产业协会，组织
种植、加工、种子经销人员加强联
合、抱团发展；合力宣传推介“随州
香稻”品牌，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
美誉度。“三管齐下”让农户们看到
了政策红利，纷纷种起了香稻。

一年间，随县香稻种植面积扩
展到近 20 万亩，涌现出涉及香稻产
业的合作社 93 家。目前，随县各地
香稻大米零售价格在每斤 4.2 元至
6 元不等，部分网上零售价格达到 7
元以上。水稻种植户纷纷表示 ，
2021年将继续扩大香稻种植规模。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讯员
梅胜、李端琪）桃园大桥、明珠东路建成
通车；楚风社区、天后宫社区老旧小区改
造有序推进……从市住建局获悉，2020
年该局抢抓国家、省关于城市强功能、补
短板政策机遇期，落实好市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民生实事和十件实事，扎实推进
城市重点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和“红色物
业”创建等工作，不断提升民生福祉。

该局扎实推进城市重点工程项目建
设，2020 年全市共启动城市重点工程项
目 86 个，完成 35 个，完成投资近 70 亿
元。围绕打通交通堵点、畅通城市道路，

启动实施城市畅通工程 9 项，桃园大
桥等 6 条（座）道路（桥梁）建成通车，
汉东路、擂鼓墩大道、沿河大道等老城
区道路改造正在加快建设。围绕生态
环境治理、城市生态修复，大力实施

“净水治污”工程，东、西护城河治理以
及花溪河排水明渠、柳树淌渠等污水
治理项目相继完工；整治完成中心城区
黑臭水体14条、总长15.42千米，黑臭水
体消除比例达100%。聚焦民生保障，大力
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涢水、蒋岗、
城南新区等棚改项目顺利完工；全年
公租房摇号配租507户，发放住房租赁补

贴 368户，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抢抓政策

机遇，争取国家专项资金 3.2亿元，全面
启动改造中心城区老旧小区 112个，已
完成42个，工作完成进度位居全省前列。
坚持问需于民，乌龙巷小区在改造过程
中，针对居民反映的停车难问题，优化小
区内绿化带设置，增加停车位30余个；楚风
小区、驰乐小区改造设计充分尊重民
意，保留红砖外立面，增加专汽等元素，
增添了小区的韵味和活力。

深入推进“红色物业”创建，全市
107 个“红色物业”创建小区全部组建

了小区党支部；成立物业企业党组织
105 个，成立业委会党组织 82 个，成立
小区党组织 333 个。始终坚持部门联
合、协调联动，妥善解决小区居民反映
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积极联合城
管、消防等部门开展环境卫生、乱搭乱
建、毁绿种菜、打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整
治行动。建立健全三方联席会议制度、
部门联席会议协调机制和下沉干部协
调机制，化解矛盾 1634 起，涉房涉建群
体性上访同比下降 75%，党建引领、多
元共治、居民共享的住宅小区治理体系
初步形成。

随州冬季电力供应保障有力

我市3家机构入选
省级示范平台和创业创新基地

随县香稻种植效益翻番

市住建局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广水2020年前十个月
农产品网销额同比增长47%

程力集团2020年实现75亿元专汽产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