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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用公筷；行车慎为本、开车礼当先；车不超速、人走行道；消防安全齐参加，预防火灾靠大家；
生产再忙，安全不忘。 （随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随州市安委会）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距辛丑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开幕还有 天13

亮目标亮目标 争一流争一流 提效能提效能 开新局开新局

居鄂豫要冲，扼汉襄咽喉；
处江淮河汉，浴南风北雨。
鄂北大地，一座区域性中心城市正在

挺拔崛起。
一湖两岸风光优美，大道纵横通达四

方，高楼林立繁华现代，公园广场满眼锦
绣……今日随州，典雅大气，绽露芳华。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多次来
过随州的著名作家熊召政赞美说：“随州
越来越美，已经从一个‘村姑’变成了仪态
万方、具有国际气质的‘美少女’！”

籍山随水绘神韵，山水之间浮大城。
地级随州市成立二十年来，随州人民发扬
炎帝神农精神，开拓奋进、执着造城，在历
届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始终不渝地坚持

高起点规划、大手笔
建设、精细化管理、全
方位经营城市，以“神
韵随州”建设为目标，
以城市品牌创建为抓
手，实践着“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的追求，实现了从县城向现代
化中等城市的蝶变。

城市布局更优化。按照“东进、西优、
南拓、北联”的发展思路，中心城区由原来
老城单核发展，转变为“一主一副、双轴多
组团”的空间发展格局，“活力城东、生态
城南、文化城西、明珠城北”四大片区特色
日益彰显，实现了新老城区互联互通、功
能互补、协调互动。城市建成区面积由建
市之初的 20 平方公里扩展到 80 平方公
里，市区人口由 20万增长到 60万，正在向

“双百”（建成区面积 100平方公里、100万
人口承载力）大城迈进。

交通出行更便捷。看市区，府河之
上，编钟大桥、府河大桥、舜井大桥等多桥

飞架，串联起“八纵八横”的城区路网架
构，形成便捷的交通网络。看全域，汉十、
随岳、麻竹等高速公路纵横随州，312、
316、107 国道穿越随州，汉丹、西宁、京广
三条铁路呈“工”字形交汇随州。2019 年
11月，汉十高铁开通，大大拉近城际空间，随
州步入武汉“半小时城市圈”，乘坐高铁可直达
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城市功能更完善。我市全力推进城
市重点项目建设，增强城市发展硬支撑，
相继建成了随州博物馆、滨湖体育馆、规
划展览馆、传媒中心、市委党校新校区、季
梁学校等，引进了万达广场、吾悦广场等
商业综合体，正在建设公共活动中心综合
体、编钟学校、中医院新院区等，这些重点
项目将极大地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
位，增强城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综合承
载力。

城市环境更宜居。实施城市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治理黑臭水体，改造东西护
城河，让一河碧水绕城流。打造一河两岸

风光带，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大手
笔投资建设随州文化公园，成为随州文化
的大观园、市民休闲养生的乐园。大力植
绿、护绿、爱绿，建成城市公园 17处，城市
绿地率达到 35.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1 平方米。引进一线房企入驻随州，新
建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大大提升了市民
的居住品质。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十佳魅力城市等桂冠，是随州这座城市
生态宜居的印证。

“我们的城市变大了、长高了、变美
了！”市民如此赞叹。二十年执着造城，神
韵随州魅力初显，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存在的短板和不
足。市委四届七次全会提出建设“汉襄肱
骨、神韵随州”，我们要以“城市更新”为契
机，以神韵随州补短板品质提升三年行动
为抓手，加快补齐城市建管短板，不断提
升城市文明水平，打造“内外兼修”的产业
新城、生态绿城、文旅名城，不遗余力建设

“神韵随州”。 （下转第二版）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
诗、通讯员张曼）5 月 20 日至 21
日，市长克克带领随州代表团赴
山西太原参加第十二届中博会，
到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拜访
交流、洽谈合作。

副市长吴超明，市商务局、市
招商局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5 月 21 日上午，以“开放、合
作、转型、创新”为主题的第十二
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在山
西太原开幕。克克带领随州代表
团参加博览会相关专题活动，宣
传推介随州投资环境、区位优势
和产业特色。中博会期间，随州
代表团还参加了 2021 湖北外向
型经济项目合作洽谈会，邀请 5
名重点意向投资企业负责人参加
洽谈对接活动，随县神农创业园
项目和随州高新区年产 10 万吨
不饱和树脂生产项目成功签约。
齐星集团、品源现代农业在展会
上展示了齐星房车、“菇的辣克”
香菇酱等产品，进一步扩大随州
专汽及香菇特色产品的知名度，

展示随州特色产业发展成果。
在晋期间，克克一行还来到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拜访
太钢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魏
成文。克克一行先后参观了太钢
集团不锈钢冷轧厂、太钢博物院、
精密带钢公司，考察学习了太钢
集团产业转型升级及科技创新先
进经验。魏成文向克克一行介绍
了太钢集团的发展历程、科技创
新成果及“手撕钢”等特色产品及
应用领域。克克对太钢集团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瞄
准产业高端，适应市场需求，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取得的骄人
成绩表示赞赏，并向魏成文详细
介绍了随州的产业特色、区位优
势、营商环境等情况。他说，随州
是“中国专用汽车之都”、“中国风
机名城”，与太钢集团有广阔的合
作空间，真诚希望双方进一步深
入对接，尽早达成合作，实现共赢
发展。魏成文表示，将加强与随
州的沟通对接，寻找合作契机，全
力支持随州经济社会发展。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
诗、通讯员庹盼盼）5 月 20 日，市
政府办公室举办党史学习教育宣
讲报告会，邀请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唐红宇作辅导
报告。

唐 红 宇 以《探 寻 红 色 足 迹
践行初心使命》为题，从明确意
义、固本培元，重温党史、铭记伟
业，聚焦重点、汲取力量，知行合
一、开创未来等四个方面，深入阐
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对于践行初
心使命的重大意义，深入总结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并结合
工作实际，就如何进一步学懂弄
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进行了指导。
参会人员表示，这次宣讲既是一
次党史辅导课，又是一次深刻的
政治理论课、理想信念教育课，对
于学习领悟党史，更好推动实践
工作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指导
意义。

据悉，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开
展了专题研讨、实地参观、专题讲
座、开设“提能力转作风优环境”
云课堂等活动，持续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心走深走实。下一步，
将继续突出政府特色、突出学用
结合、突出惠及群众、突出担当作
为，组织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
事”，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推动市政
府中心工作落实上。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郭雲峰）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住
房公积金中心牢牢把握党史学习
教育重点和目标要求，创新方式
方法，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为群
众办实事”紧密结合，以“全力以

‘复’积金惠民”为主题，持续扩
大惠及人群，不断提升服务效能。

该中心落实降比缴存和缓缴
等惠企纾困政策，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优化对我市房地产开发企
业的住房公积金服务，做到“三个
提速”，即新开发楼盘调查准入提
速，贷款资金放款提速，开发企业
保证金解冻提速。推进“一网通
办”“跨省通办”，为缴存职工提供
更便捷的服务。深入开展服务群

众“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行
动，梳理住房公积金服务中的问
题及短板，制定整改措施并逐项
落实。完善服务大厅规章制度，
严格窗口标准化管理，强化窗口
人员职业形象、服务礼仪、服务规
范等标准化培训，打造特色服务品
牌，提升服务水平和群众满意度。

与此同时，该中心广泛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宣传，通过微信公
众号、电子显示屏等对教育学习、
实践等进行宣传，营造浓厚舆论
氛围，使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为服务质量提高的实际行
动，惠及每一位住房公积金缴存
职工。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汪雷）今年以
来，市文化和旅游局积极探索乡村旅
游发展新路径，创新乡村旅游宣传营
销模式，努力做到“月月有活动、季季
都红火”，以文旅赋能助推乡村振兴发
展。

老品牌持续发力。为了加快文旅
行业疫后重振，随县尚市桃花文化旅
游节、牡丹文化旅游节、兰花文化旅游
节今年全部如期线下举办，3 场乡村
旅游节庆分别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10
万人次、7 万人次，为随州乡村旅游火
热开场打响了头炮。新品牌赓续涌出。
随着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新的旅游
产品的面世，“以节为媒”成了新趋势。
首届吴店海棠文化旅游节、首届炎帝
农耕紫薇园国潮风筝艺术节、首届观
音月季花节等乡村旅游节庆成功举

办。截至 4 月，我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261.7 万人次，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85%。通过节庆的宣传效应，今年“五
一”期间，随县厉山镇炎帝紫薇园月季
花海、均川镇东润紫海田园、草店镇芍
药花、柳林镇双利村樱桃采摘、认领樱
桃树、住树屋民宿活动；曾都何店花湾
生态园农果采摘、自助烧烤；大洪山原
石部落、植物园、花果海等乡村旅游项
目受到热捧，赏花游呈现百花齐放发
展态势，占据了超过 1/3 的旅游市场
份额。

下一步，随县炎帝文化庙会、抱朴
谷萤火虫文化旅游节、农民丰收节、广
水市桃源柿子文化旅游节、曾都区银
杏节、乡村旅游四季村晚等乡村旅游
节庆活动将陆续亮相，“小节庆”正在
绘出“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大篇章。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通讯
员何开涛）今年以来，市金控集团充分发
挥政府金融服务平台作用，聚焦支小支
农主业，落实落细惠企政策，为我市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资金支
持。

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
慢问题。今年以来，共为 100 余户中小
微、“三农”企业提供担保贷款 4亿元，在
保规模 11.5 亿元，业务规模创历史同期
新高。全面推广新型“政银担”风险分担机
制，为65家企业提供新型“政银担”贷款2.8
亿元，完成进度位居全省 74家政府性融资
担保公司前列。发挥政府续贷周转金和
政府融资增信的作用，共为 30 余家企业
提供续贷周转金 1.8 亿元，为 6 家企业提
供政府融资增信贷款 2400万元。

开辟企业融资新渠道。加快推进随

州汽车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落地，已完成
投资项目 3 个，投资金额达 1.01 亿元，达
成意向性投资项目 2 个，意向投资金额
6000 万元。联合省高新投集团制定随
州市产业转型升级基金设立方案，基金
首期规模为 5 亿元，以专用汽车、农副产
品（香菇）、文旅、风机产业为主要投资领
域，通过对优势企业和重点项目投资引
领我市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加大企业挂
牌、上市培育辅导力度，与 2 家企业签订
推荐挂牌“新四板”合作协议。

截至 4 月底，市金控集团支持实体
经济的资金量达 6亿元，服务企业 130余
家。下一步，市金控集团将不断优化金
融服务举措，撬动更多信贷资源，为我市
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金融“活水”，
为建设“汉襄肱骨、神韵随州”贡献金控
力量。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周强、通讯
员夏洪存、吕潇）5 月 17 日至 22 日，我
市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农业外贸企业
家研修班。我市重点农业外贸企业负
责人、部分镇域“小老虎”乡镇负责人、
涉及农业外贸出口相关部门、金融机
构负责人等 50 人参加为期 6 天的研修
考察学习。

研修班由上海交通大学、市委人
才办、市农业农村局、市工商业联合会
联合举办，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支
持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提升外贸出口型企业管理水平和

创新能力，进一步拓宽企业家视野，为
我市打造“现代农港”提供人才支撑。

活动期间，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对
外经贸大学等专家教授讲授了农业农
村改革政策与农业产业发展新趋势、
国际贸易风险防范、跨境电商物流供
应链管理与渠道运营、进出口企业纳
税规划与法律风险防范、进出口通关
知识等内容。学员们参观了钱学森图
书馆、崇明世界级现代化生态岛，实地
考察了上海老杜农业发展股份公司、
上海飘香酿造股份公司、上海外高桥
港综合保税区、上海市金山区新义村、

上海枫泾九丰现代智慧农业博览园等
地，并开展现场教学。

耀兴大海（随州）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秦京说：“研修班内容丰富、形式
新颖、紧贴实际，既有专家教授理论授
课，又有现场参观教学，还有互动交
流、集体讨论，使我们受益匪浅。”学员
们纷纷表示，作为我市打造“现代农
港”的生力军，将珍惜这次考察和学习
机会，充分利用各自农产品特色优势，
深耕“买全国、卖全球”模式，力争闯出
一条“无中生有、有中生优、优中生强”
的农产品外向型发展新路。

5 月 中 旬 以
来，随县唐县镇油
桃、杏子等水果陆
续上市，引来武汉、
襄阳、南阳等地客
商进驻当地采购。
图为 5 月 19 日，武
汉水果商正在该镇
华宝山村集中收购
点组织村民将油桃
进行分拣、装箱。

（随州日报社
全媒记者李文军
摄）

为打造“现代农港”提供人才支撑

随州组织农业外贸企业家赴沪“取经”

克克带队赴太原考察招商

参加中博会
拜访太钢集团

市政府办公室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市公积金中心以学促行
优化服务暖民心

办好寻根盛会办好寻根盛会
讲好随州故事讲好随州故事

神农风

——传承炎帝精神凝聚自信力量之五

提升品质，神韵随州添魅力

市文化和旅游局——

乡村旅游节庆为乡村振兴赋能

市金控集团——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活水”

油
桃
上
市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