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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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市晖宏兴布业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行
稳致远的重要保证。市委四届七次全会提出，坚持总
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统筹传统安全
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确
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坚决捍卫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
本，要落实国家安全责任，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
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
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加强意识形态
阵地建设管理，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加强网络安全
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高质量完成重大维稳安保任务。

全面加强经济安全。筑牢安全屏障，建设平安随
州，必须确保经济安全。要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
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
链抗冲击能力。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粮
食安全。要维护金融、重要基础设施、新型领域等方面
安全，确保生态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
线。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要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安
全监管，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加强自然灾害风险管控和防御工程建设，增强城市防
洪排涝、火灾防控能力。

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
患于将来。”必须树立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下好先
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要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逢事说事、逢四解
事”、“3+N”综治维稳日研判机制运用，强化矛盾风险
源头防控。完善信访工作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
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社会安全风险评
估机制，深入开展平安创建。加快建设立体化、智能
化、社会化、实战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快推动“雪
亮工程”。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推动扫黑除恶长
治长效。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重心下移、力
量下沉、资源下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健全党组
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
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深化街
道（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开展“党旗领航、文明共创”

“访民情、议民事、解民难”活动，加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社区工作者、村务
协理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各类基层治理队伍建设。推进“红色物业”拓面
提质，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推行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
会、禁毒禁赌会“一约四会”制度，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安全才能更好发展，发展才能更加安全。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我们
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高水平的平安随州建设，筑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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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彭晓华、
通讯员温文雅）1月 3日，三峰透平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热火朝天，
工人在生产线上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三峰透平是广水地铁装备产业的骨
干企业，公司生产的地铁风机等产品
深受市场青睐。

广水市认真贯彻落实随州市委
四届七次全会精神，围绕建设“中国
风机名城、中等宜居新城、小康福民
之城”的目标，加快推进高品质融合，
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奋力推动经济社
会持续稳定发展。

调结构、兴产业。该市壮大新型
工业，稳步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园，加
快建设地铁装备产业基地，三峰透平
入选全国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加快发展现代化农业，新增“二
品一标”认证 2 个，2020 年农产品加
工业产值达 170 亿元。优化升级第三
产业，桃源度假村获评国家 3A 级旅
游景区，黄土关农文旅小镇入选全国
第六批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

重建管、提品质。该市加快推进
马都司生态新城“四馆三中心”建设、
火车站站前广场改造，逐步完善交通
路网体系，346 国道十里至南门转盘

段完成改造，公园路、中华山旅游大
道建成通车，107 国道广水段改造和
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广水段完成建
设。加大公共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全
面展开“擦亮小城镇”行动，杨寨镇获
评“全国文明镇”，郝店镇获评“全国
卫生镇”，“迷彩飞客小镇”纳入全省
第三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

优环境、促改革。该市大力推进
“放管服”改革，建立“一网通办、一窗
通办、一事联办”服务模式，全面推行
工业“标准地”出让制度。线上线下招
商多头运行，2020 年引进资金 105亿
元，引进投资过亿元项目 20 个，实施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168 个，新入库
5000万元以上项目 147个，37个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 60多亿元。

惠民生、增福祉。该市持续推
进污染防治，新建、改建一批应急
污水处理设施，加快推进马都司污
水处理厂及广水城区雨污分流工程
PPP 项目。全面加强“两不愁三保
障”工作，在全省首个开展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房不动产权证办理工
作，高标准通过国家脱贫攻坚普查
验收，全市 2715 名剩余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沈强、王定
江)每季度组织现场观摩推进会，每月
组织镇级拉练评比活动，每年预算不
少于 3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随县把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作为一项战略，重
点抓、持续抓，在全县掀起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热潮，形成了有特色、多元化的
工作局面。

自 2019 年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以来，该县按照规划先行的总体要
求，高标准完成县域村庄布局规划的
编制工作，将 2019 年、2020 年共 142
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和整治村作为
重点打造，示范带动其余 242 个村齐
步推进，首创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三”工程作为经验在全省推广。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的决战决胜之
年，该县坚持“四个结合”（结合党员下
沉、结合考核评估、结合“三三”工程、
结合观摩拉练），落实“三个整合”（资
金整合、项目整合、政策整合），持续推
动各项工作纵深发展。

该县制定出台《随县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1）》

《随县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规划（2019-
2022）》《随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

办法及考评细则》等指导性文件。聚焦
人居环境整治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广泛动员群众扎实开展铁路沿线环境
整治、“五清一改”行动、“四个三重大
生态工程”、爱国卫生运动等重点工
作，先后改（建）农村户厕 45348 座、公
厕 353 座，建立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户
分类、组保洁、镇收集、县运处”网络体
系，成功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全县农村
人居环境得到持续改善优化。强化资
金保障，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
引导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各类建设。

按照“集中治理、连片推进、并线
成网”的思路，该县规划 5条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线路，并从 2021 年起每年投
入不少于 1 亿元，按照 1-2 年建成一
条示范线路的节奏逐步实施。主要内
容包括产业富民、村容整洁、乡风文明
等。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美丽家园建
设，组织乡贤、乡土专家为家乡建设贡
献才智，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支持乡村
发展，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创业，通
过一系列措施，有效改善全县农村人
居环境，提升广大农村群众生活“净
界”，为全面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增添磅
礴动力。

广水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
尽显“随县担当”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杨仪凡、通讯
员马平）近日，由湖北省知识产权局、湖
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首届“我喜爱
的湖北品牌”决赛网络投票活动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我市品牌“随州香稻”与来
自省内其他市州的 19 个品牌激烈角逐，
争夺金银奖。

网络投票活动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20点正式开启，1月12日16点30分结束。

据了解，决赛阶段以电视展评+现
场评选方式进行，入围决赛的 20 个品牌
代言推广视频在湖北电视台播出，展播
期间进行在线投票和网络投票，现场评
选将在湖北电视台进行，每个品牌代言
人进行现场推介后，由大众、专家评审
团、媒体代表评审团分别进行投票，产生
最终成绩。最终得分前 10 名的品牌获
2020 年“我喜爱的湖北品牌”金奖，第
11—20 名获银奖，其他参加大赛的品牌

获提名奖。
为进一步叫响“随州香稻”品

牌，让“随州香稻”香飘千家万户，
飘出随州，飘向全国，请扫描微信
二维码为家乡品牌助力，每人每
天可投 10票。

2020年“我喜爱的湖北品牌”
电视大赛投票持续火热

请为“随州香稻”投票助力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1
月 5 日晚，政协随州市第四届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召开预备会议。市政协
主席冯茂东，副主席张书文、黄秋菊、
周峰、加玉计、万正强、程敦怀、刘玲
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到委员 317 人，因病、因
事请假 45 人，实到委员 272 人，符合
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四届五次
会议议程（草案）；审议通过市政协四
届五次会议日程（草案）；审议通过市
政协四届五次会议关于通过议案和
选举方式的决定（草案）。

根据会议安排，全体委员集中观
看了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片《镜鉴》。

会议指出，政协随州市四届五次
会议的召开，对于广泛团结动员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积极投
身随州“二次创业”，奋力打造“汉襄
肱骨、神韵随州”，具有重要意义。与
会委员要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认真履职尽责，审议和讨论好各项报
告，积极撰写提案，落实召集人职责，
确保会议务实高效。要强化纪律意
识，遵守大会纪律，严肃选举纪律，严
守疫情防控要求，确保大会风清气
正、圆满成功。

政协随州市第四届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召开预备会议

1 月 5 日，曾都区开展 2020 年
度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集中观摩测评
活动，重点对全区各镇、街道办事
处、经济开发区 2020 年度经济社会
发展进行定性考核和测评。

观摩团成员先后来到府河镇大
桥、洛阳镇九口堰富民蘑菇农民专
业合作社、城南新区随州市城市公
共活动中心综合体建设工地、南郊
柳树淌集盛汽车配件厂、西城湖北
歪咪电子商务公司、改造后的东城
棉花小区、万店镇随州市垃圾无害
化处理厂、北郊湖北神百专汽公司、
曾都经济开发区湖北四通专汽公司
等近 30 个项目现场，对产业发展、
美丽乡村、城建项目、民生工程、生
态环保等重点工作进行实地观摩，
所到之处，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企业
生产如火如荼。

观摩结束后，观摩团召开会议
进行了测评和总结，要求各地亮成
绩、学先进，找不足、补短板。（随州
日报全媒记者李文军摄影报道）

谁英雄谁好汉 项目建设比比看
——曾都区2020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观摩测评剪影

何店镇菁山兰业公司 2020年一期投资 4000万元建成 15个高效规模性智能钢
构大棚栽培名优蕙兰，当年实现营业额 5000万元。

位于西城办事处的湖北歪咪电子商务公司是一家从事食品及日化品营销的新型电商品牌公司位于西城办事处的湖北歪咪电子商务公司是一家从事食品及日化品营销的新型电商品牌公司，，年销售额过亿元年销售额过亿元。。

洛阳镇九口堰富民蘑菇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 3000 万元新建食用菌产业融合
项目，每年可带动千户农民栽培香菇，每户增收 3至 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