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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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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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上午，备受关注的随城
擂鼓墩大道北段改造施工迎来重要节
点——当日该道路主路面开始摊铺沥
青，离完工通车又近一步。

涢水三路建成通车、随州海关大
楼完成改造装修启用、沿河大道北段

（清河路至青年路）改造施工路面即将
刷黑，辛丑年寻根节前期，我市一批重
点项目建设迎来重要节点。

以节为令建设城市，扮靓随城，惠

民利民。随州国投集团认真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科学安排城市
品质提升重点项目建设，扎实开展市
容环境综合整治，主动投身文明城市
创建，助力全市以洁净、有序、优美、文
明的城市形象迎接世界华人炎帝故里
寻根节到来。

项目建设瞄准“节点”

今年随州国投集团计划实施城市
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57项，其中新建 35
项，续建 22 项，包括城市综合提升改
造、公共卫生医疗设施、教育配套设
施、公共住房保障、文旅及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生态环境治理、城市道路桥梁
等，预计年内完成 28项。

瞄准寻根节、秋季开学等重要时
间节点，今年，随州国投集团科学组织
安排，加速推进一批城市道路基础设

施、教育配套设施建设，以更好地展示
城市形象、完善城市功能配套。

沿河大道北段改造工程年前已完
成明珠路至清河路段路面施工。春节
后，第一时间启动复工，开挖路面，
埋设雨污水管道，更换路沿石，以确
保寻根节前完工通车为目标，合理安
排施工作业推进，目前已进入煞尾阶
段。

（下转第二版）

5 月 24
日，园林工人
正在市政府北
坡布置辛丑年
世界华人炎帝
故里寻根节新
景观，营造浓
厚 的 节 日 氛
围。

（随州日
报全媒记者李
文军摄）

以节促建 兴城惠民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清 通讯员 苏楚雄

——随州国投集团大力推进项目建设扮靓市容环境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发展步伐铿
锵有力。5 月 21 日，我市培育镇域“小
老虎”现场会暨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在曾都区何店镇举行，全市
76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为随州经济
发展注入新动力。

今年以来，我市各地在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上下功夫，聚焦项目落地见
效，健全项目推进机制，做好企业“有
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真心实
意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竭尽全力为

项目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位于何店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湖

北金龙应急救援产品研发及智能制造
项目，计划在“十四五”期间投资 20 亿
元，新征 300 亩土地，再造一个产业链

完善、能够自我配套的新金龙园区。
这是我市建市以来单体投资最大的工
业项目，对我市建设国家应急产业示
范基地、打造全国有引领力的专汽之
都具有重要意义。 （下转第二版）

重大项目30天落地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黄闯

——从金龙集团新项目开工看我市营商环境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讯
员涂玲)5 月 21 日，全市政法系统党史
学习教育市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举
行。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政府研究室
主任唐红宇作题为《传承百年精神 奏
响时代强音》的辅导报告。

报告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深刻
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和与宝贵经验，全面介绍
了党史学习教育需要把握的重点，并
对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行了深入讲解。

会议要求，全市政法机关要增强
学习党史的思想自觉，切实铸牢政治
忠诚，牢牢把握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要精心组织学习教
育活动，严格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
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密围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内容和工作目标，
扎实抓好各环节、各阶段重点任务，选
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党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要拓
展学习党史的工作成效，把党史学习教
育与正在开展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相
结合，与激励政法队伍干事创业、履职
担当一体推进，切实推动全市政法工
作高质量发展，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和“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安全稳
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通
讯员吴迪、张楠）近日，湖北新兴全力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以“党员公开承诺践诺”“工序帮
扶”“后勤困难征集”促进党员干部“开
门”找问题、“上门”解难题，切实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服务、
聚力发展的生动实践。

该公司全体党员坚持从身边小事
做起、从本职工作干起，从党史学习教
育、立足岗位争当先锋、市场开拓保供
应、工艺项目改善增效应、后勤服务保
障保民生等方面为承诺的切入点，共
计承诺 117项。

该公司聚焦职工所需所盼，用心
用情用力解决职工的困难事、烦心事。
目前，已累计为 89 间宿舍换新颜、置
家当，提升职工住宿环境；在北门停车棚
新建6个充电桩，满足职工用电需求；组
织厂区篮球赛，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协
调北郊卫生院延迟二小时下班，组织
职工接种新冠疫苗。5月8日以来，该公
司每天组织两个专班，下沉车间帮扶，
打通制芯工序堵点，激发干事热情。

下一步，该公司将把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体现到公司生产经营各环节，
用发展成果检验党史学习教育的成
效。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
走进政法系统

新兴全力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5 月 24
日，市委书记钱远坤与来随考察的国药
控股湖北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马占军一行
座谈，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对接。

钱远坤对马占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对国药控股湖北公司给予随州的关
注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随州是炎帝

神农故里，中医药资源丰富，产业基础
比较扎实。希望国药控股湖北公司发
挥供应链、销售网络、品牌、技术等方
面的优势，进一步在医养结合、中药饮
片生产、专用装备、医用耗材、医药人
才等方面深化与随州合作，助力随州
医药健康产业加快发展，实现合作共

赢。我们将弘扬服务企业“有呼必应、
无事不扰”的“店小二”精神，一如既往
为企业在随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马占军感谢随州市委、市政府对国
药控股湖北公司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
了考察情况和合作意向。他表示，国药
控股湖北公司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在

医药健康产业园区、应急储备、中药饮
片、医用耗材等方面加大在随布局力
度，助力随州经济社会特别是医药健康
产业高质量发展。

副市长郑晓峰，随州高新区、市卫
健委、市招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中心医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钱远坤与国药控股湖北公司马占军座谈

推动随州医药健康产业加快发展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5 月
24 日，辛丑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
节筹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听取筹备工
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
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升
政治站位，守牢安全底线，严格工作要
求，落细工作责任，确保本届寻根节办
出高质量、办出高水平、办出影响力。

市委书记钱远坤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政协主席冯茂东，市领导杜文
清、吴丕华、张卫、刘宏业、杨金贵、熊
桢、李国寿、吴超明、周峰、刘玲及筹
委会其他成员参加会议。张卫主持
会议。

会议指出，办好寻根节是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当前离正式举办寻根
节只有不到半个月时间了。各地各
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高标准、
高水平、高质量，发扬连续作战、敢打
硬仗的作风，以优质高效的筹备工作
检验政治担当。

会议要求，要坚持安全至上，始
终绷紧安全办节这根弦，把排查整改
安全隐患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各方
面，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切实抓
好预案演练，努力做到万无一失，确

保寻根节顺利举行。要坚持精益求
精，落实落细工作责任，加强统筹协
调，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活动筹办、联络
接待、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
神韵随州补短板品质提升三年行动，
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推动城市环
境提档升级。要坚持用好平台，创新
方式方法，加强策划宣传，不断提升寻
根节的知名度、影响力。

守牢安全底线 落细工作责任
确保办出高质量高水平影响力

辛丑年寻根节筹委会全体会议强调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5 月 24

日，市委常委前往大洪山革命陈列馆，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并举行座谈会，听
老英雄、老战士讲述红色革命历史，与年轻
的新党员代表交流心得体会，接受精神洗
礼，共话初心使命。

市委书记钱远坤，市政协主席冯茂东，
市委常委杜文清、吴丕华、张卫、刘宏业参
加学习。

大洪山是一座革命历史名山，红色资
源富集，贺龙、徐向前、陶铸、李先念等老一
辈革命家，都曾在大洪山战斗过。市领导
走进大洪山革命陈列馆，跟随着一幅幅珍
贵的历史资料图片，聆听革命先辈们在大
洪山斗争的革命事迹，坚定初心使命，汲取
奋进力量。

参观结束后，钱远坤带领社会各界新
党员代表向党旗宣誓。宣誓完毕，市领导
与老英雄、老战士、新党员代表座谈。钱远
坤一一与各位代表握手。他说，通过参观
学习，深切感受到党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革命传统，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
前进。

座谈中，老英雄、老战士代表李明海、彭
维强结合自身革命和工作经历，追忆革命年
代的苦难辉煌，展现了一颗红心跟党走的政
治品格、爱党爱国爱民的家国情怀、舍生忘死
的革命精神；新党员代表杨丽曼、刘怡堃讲述
了立足本职岗位践行初心使命的故事，表达
了青年党员传承红色基因、建功新时代的坚
定决心。

会议指出，红色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
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要加强
红色资源的保护、发掘与利用，创新方式方
法，讲好红色故事，抓好红色教育，用红色
精神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为加快建设“汉
襄肱骨、神韵随州”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专题学习结束后，钱远坤还实地考察
了大洪山红色资源等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
况。

用
好
红
色
资
源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为
随
州
高
质
量
发
展
凝
聚
强
大
精
神
动
力

市
委
常
委
开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专
题
学
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