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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根 据 随 州 市 沿 河 大 道 8 号
“随州供电公司 1、2 号仓库”提出
的关于不动产产权登记的申请，
我中心经现场查勘，经核实各住
户相关信息准确无误。拟对沿河
大道 8号“随州供电公司 1、2号仓
库”办理不动产产权登记，相关各
方若有异议，请在公告之日起 30
日之内提出意见，公告期满，我中

心将按不动产登记程序核发不动
产产权证书。

具体名单如下:
房屋：1 号仓库（101 号、建筑

面积：509.62平方米）
房屋：2 号仓库（101 号、建筑

面积：658.94平方米）
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 5月 21日

原曾都区南郊柳树埫小学遗失《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2421302420590457A，声明作废。

随州市曾都区府河镇财政所遗失石静
怡开具的《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2 张，单号：（2019）NO 00579238

（金额：8500.00元），（2019）NO00579239（金
额：85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万志遗失鄂 S069A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副本），证号：4213211001612，声明作废。

余贞斌、李永梅不慎遗失随州市天信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湖北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200161350，发票号
码：NO 00106381，金额：415159.00元，开票
日期：2017年 08月 02日，特此声明作废。

随州市曾都区农药监督管理站遗失法
人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21302728299287Y，声明作废。

不动产产权登记公告

曾都北郊双寺村，政君农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鸡鸣声格外响亮。

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村，居住
着一位“全国自强模范”“创业之星”

“湖北省领军人物”，他就是马君。
马君是个“僵硬”的人。14 岁，他在

放牛时不小心从牛背上摔了下来，成了
瘫痪在床的残疾人，颈椎、腰椎都固结
一体，股骨头被人工股骨头置换，头不
能转，腰不能弯，走路一瘸一拐。

从十八九岁就卧床不起的马君，
曾被人断言活不过 3 个月；他也曾失去
希望选择轻生，却因安定片过期捡回来
一条命。后来遇良医，病情被控制，逐渐
能拄着拐杖下地走路。

即便病情好转，做过手术后甚至能
扔掉拐杖，但这样的身体状况也很难找
到工作。马君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该
做点事情。

他和家人商量过后，拿着哥哥姐姐
东拼西凑的 100元积蓄，准备创业。

1990 年，马君开始承包鱼塘养鱼，
第一次卖鱼所得的 3000 块钱，马君翻
来覆去数了一个晚上，他第一次感觉

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之后养鱼有
赔有赚，经历过 1998 年特大洪灾，鱼塘
全部被冲毁，也经历过 1999 年特大干
旱，鱼塘水悉数被抽去灌溉，整塘鱼全
部报废……

养鱼不仅风险大，对人的精力要求
也高。他每天拄着拐杖在鱼池边仔细观
察，小心伺候，晚上还打着灯巡看一两
遍。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让身怀病痛的马
君力不从心，只能谋划着换个方向。

看着周边有些荒芜的土地，马君心
生养鸡的念头。2004 年，马君购回 8000
只鸡苗，几年下来，也没什么起色。马君
逐渐看到了问题所在——鸡苗。从鸡苗
贩子手里购得的鸡苗，很多时候都是多
处剩余的鸡苗拼凑的，难以做到统一防

疫管理，成鸡品质参差不齐，很难保证
效益。

于是，马君想着，干脆自己来孵化
鸡苗。2008 年，马君联合附近的养殖户
成立了政君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买了
一台孵化机，开始了鸡苗孵化事业。

但在 2009 年，因为一次突发停电，
导致一批鸡苗没有存活，直接损失 4 万
多元，这对于刚刚起步的马君来说，是
个不小的打击。

但创业的艰难，没有压垮身有残疾
的马君。他重新拾起信心，到 2012 年，
马君每年散养土鸡 30000 只，年销售额
达到 400万元。

然而，2013 年，土鸡行业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价格战、同质化使竞争进入

白热化，土鸡价格从原来的 20 多元下
降到 10多元。

面对激烈的价格战，马君并不打
算降低价格，而是在产品的品质上下
功夫，打造差异化产品。

他改善了土鸡品种，坚持养殖随
州本地的传统洪山鸡。这种鸡肉细、油
多、味鲜，肉质柔软鲜嫩，清爽可口，汤
色黄亮。他从当地农户手中收购了 3000
只洪山鸡，拿出所有积蓄建立了一个育
种场。但是要繁殖品种，光有育种场还
不够，还要一个配套的孵化厂。这样，不
仅便于管理防疫，种蛋的品质和受精率
也能稳步提升。

马君抓住洪山鸡特色品种，丰富自
己的孵化生产线。当前，马君的纯种洪

山鸡存量占总存量的 60%以上。这个不
服命运的男人，已经彻底改变了命运，
但他还要继续在自己的事业道路上走
得更远。

在这期间，他成立的合作社带动了
400 多位村民增收。马君依靠“合作社+
基地+农户”养殖模式，为养殖户提供
全程防疫服务，还建立冷库，回收成鸡
和鸡蛋等，凭着这种“一站式”服务体

系，马君的鸡苗“遍地开花”，事业攀上
了新高峰。

此外，不少残疾人贫困户跟着马君
一起搞养殖。前残疾人运动员张金波，
在马君的鼓励下开始搞洪山鸡养殖，
规模约 1.3万羽，预计明年市场回暖，一
年可盈利 30万元左右。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从年少
瘫痪在床，到如今照顾家人生活，帮助
农民致富，马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
现了梦想。现在，马君的孵化场一年孵
化、售卖鸡苗 150 万只左右，集成育种、
孵化、防疫、统销等环节，辐射带动上亿
元产业规模。

当记者问是什么支撑着他发奋图
强，马君腼腆地笑着说：“我要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未来要继续谋划产业升级，
力争建设一个集育种、孵化、养殖、宰
杀、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业态，带动
更多村民致富。”

残联之窗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杨仪凡

——全国自强模范马君的创业故事

洪山鸡“啄出”致富路

根据随州市高新区城市建设用地
需求，需将裕民社区二、三、四组项目用
地范围内的所有坟墓迁移。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现
公告如下：

项目用地范围为东至青年东路，西
至曾都区七里塔村交界，南至汉丹铁
路，北至新 316国道。

以上区域内所有坟墓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至 2021 年 6 月 20 日前全部迁移

至高新区寨湾社区丁字沟公墓。请坟主
家属尽快与坟墓所在地居委会联系办
理迁坟手续和补偿事宜，在迁移期限内
无人认领的坟墓，一律视为无主坟墓处
理。

联系人：钦书记 15071657805

吴主任 17871103333

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裕民社区

居民委员会

2021年 3月 15日

迁坟公告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讯员郑思觅、晏莉）5
月 20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曾都区市场监管局，邀请曾
都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生家长、媒体记者等走进曾
都一中，开展首期“餐饮安全你我同查”活动，用现场直
播的方式与广大市民一同进入学校食堂后厨开展食品
安全检查。

本期“餐饮安全你我同查”活动，重点检查了曾都一
中食堂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公开承诺、原料进货查验、餐
食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后厨环境卫生、制止餐饮
浪费、学生健康饮食情况。对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

当场进行反馈，并要求其限期整改。活动在线观看量达
5.6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餐饮安全你我同查”，是市市场监管局党史学习教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具体行动之一，是把党
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动力的
重要举措。活动从 5 月开始，持续到 11 月底，共举办 4
期，检查的对象以群众关注度高的学校、“网红餐厅”、大
型商业广场、人气较高的夜宵烧烤为主，旨在营造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随州日报讯（全媒
记者包东流、通讯员夏
一菲、陈孜孜）“这次活
动，让我了解了中国共
产党的艰苦历程和我们
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在今后的学习中，我
们要继承、发扬先烈的
革命精神和先锋模范的
崇高品质，争做时代先
锋。”5 月 24 日，在随州
供电公司新时代文明实
践示范基地，来自曾都
区文峰学校四年级二班
的刘秉峻谈到自己的所
思所感，并写下了自己
的“童心童愿”。

在“六一”儿童节来
临之际，市委宣传部、曾
都区委宣传部面向全市
中小学生深入开展“不
忘初心学党史，童心向
党共筑梦”主题活动，引
导中小学生从深厚的党
史中汲取精神动力，更
好地知党、爱党、拥护
党。

当天上午，来自文峰学校的 53 名小学生
通过学党史、开班会、观影片、谈感悟等多种
形式，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在党史
长廊、光满“三位一体”工作室、“红领大讲
堂”、“学习强国”线下体验区，同学们参加了
相关体验活动。

“这种新颖的活动方式，不仅让同学们接
受了一次思想洗礼，了解了更多的党史知识，
也大大激发了孩子们学习党史的兴趣。”文峰
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孙攀说。

下一步，市委宣传部还将面向全市组织
形式多样的党史研学实践活动，精心开发针
对青少年、群众、党员干部等群体的分类分众
学习套餐，引导大家在参与中学党史、在活动
中受教育。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祁伶俐）5 月
17 日，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邀
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政研室主任李
居正为机关及窗口党员干部辅导授课，
强化党史学习教育效果。

李居正以《铭记百年光辉历程，汲

取前行智慧力量》 为题，为大家奉上
了一场理论盛宴，帮助全体党员梳理
党史基本著作，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贡献，深
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准确
把握党史学习教育重点，做到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知史奋进；着力学懂弄通
做实，奋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市政数局负责人表示，该局将学以
致用、推进工作，不仅让党员干部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受洗礼、受教育、得提升，
更重要的是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能

感受、得实惠，通过开展好“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大力推进“一网通办”“一事
联办”“一窗通办”“跨省通办”，进一步
优化政务服务环境和招投标环境，切实
增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邹凯、冯先国）
“走，栽秧去！”听说群联村祝继明家里缺
劳力，5 月 18 日下午，广水市太平镇党委
书记孙玉带领 20 余名镇机关干部帮他家
栽秧。

来到一块 3 亩多的大田边，大家撸起
袖子，卷起裤腿、赤着脚下到泥水里。镇长
李静开起了玩笑：“这才是真正的接地气
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边栽边讲笑话。

“这是第一次下田，刚开始还觉得新
鲜，现在腰也酸了，腿也疼了，群众种地不

容易呀，我们年轻人要珍惜粮食！”该镇
新入职的公务员张恒阳深有体会地说
道。

“我们学党史就是要明白一个道理，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必须紧紧依靠人
民，今天我们把党史学习教育搬到田间
地头，一方面能让镇机关党员干部切实
体会到群众的辛苦，感悟中国共产党 100
年的艰苦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切实
解决群众所急、所需、所盼之事，用实际
行动温暖民心！”孙玉深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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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启动“餐饮安全你我同查”活动

市政数局邀请专家辅导授课

5月 23日，第 8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来临之际，广水市文联组织该市文艺志愿者赴余店镇，访红色遗址、听
革命故事、游乡村社区，重温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寻找创作灵感。图为 97岁老人程国早讲述杨常安烈士在豹子
岭战斗的故事。 （随州日报通讯员陈永平、黄萍摄）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
诗）近日，市金控集团举办了“中
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奋
进新征程”演讲比赛，进一步激励
集团广大干部员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凝心聚力建设“汉襄肱骨、神
韵随州”。

参赛选手们围绕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 周年这个主题，声情并
茂地讴歌了党的光辉历史，抒发

了对党的无限热爱与崇敬之情，
表达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金
融事业的热爱。整场比赛精彩纷
呈，气氛热烈，展现了金控干部职
工良好的精神风貌。

据悉，市金控集团将不断丰
富党史学习教育载体，着力营造
学史懂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
浓厚氛围，引导全体干部职工坚
定理想信念，增强服务意识，全力
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

市金控集团
举办演讲比赛

太平镇机关干部
下村帮助群众栽秧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黄芳芳）
5月 25日，“E路心向党 百年赞辉煌
——百支队伍千名大 V 寻访荆楚”
活动走进随州，实地踏访曾都区洛
阳镇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革命旧址
纪念馆，重走红色路，听党课学党
史，传承红色精神。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委统战部、
湖北省委网信办主办，来自全省各
地的知名自媒体人、随州本地网络
人士、骨干网络志愿者和相关媒体
记者 50余人参加了活动。

当日上午，在九口堰新四军第
五师纪念园广场，大家面向革命群
雕肃立，重温新四军第五师在随南

白兆山的战斗历史，向革命先烈
鞠躬默哀致敬，表达矢志不渝守
初心、奋发有为担使命的坚定信
念和决心。随后，大家参观了怒
潮喷涌、挺进豫鄂、中原敌后抗
战、战略包围、抗战胜利等展厅，
深入了解了新四军艰难的抗战历
程。

当天，有的“网络大 V”采取直
播的方式与线上粉丝互动实时分
享，有的“网络大 V”使用视频或照
片记录所见所闻，全方位、多角度、
立体化展示随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经验做法，向网友们宣传推介
随州这片革命热土。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
讯员刘姝彤、黄军军）“没想到这么
快就办完了，我把火车票改签一下，
可以提前赶回去！”近日，在外地经
商的李某来随州市不动产登记大厅
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他预计需要 1
天的时间，于是买了晚上去长沙的
火车票。当天上午，李某就和卖家
赶早来到服务大厅，现场签订买卖
合同，工作人员随即受理。缴税后
不到半小时，就拿到了不动产登记
证书。

今年二季度来，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以贯彻落实《湖北省自然资源
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登记财产）评估
办法》为动力，从精简申请材料、优
化办事环节和内部审批流程、压缩
时限等方面为切入点进行改革，着
力推进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提速，
不动产登记从窗口受理到审核登簿
全部压缩至 4 小时以内，服务效能

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指导下，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坚持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
目标，创新服务方式，探索推出“绿
色服务”、上门服务、政银合作、“互
联网+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等一
系列便民服务措施，不断提高登记
服务效率，切实增强群众和企业获
得感。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人表
示，将把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紧密
结合，进一步加快推进完善随州市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平台建设，
扩大信息互通互联范围，将线下不
动产登记“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延
伸到线上，形成“线上申请办理为
主、线下办理为辅”的全新模式，全
面提升随州市不动产统一登记效率
和信息化水平。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斌、李华
义）日前，从广水市医疗保障局获
悉，自 2019 年 5 月 10 日该市医疗救
助职能从民政部门移交到医保部
门，两年间，广水市享受医疗救助人
数达到 131058 人次，获得资金补助
7554万元。

据了解，该市获得大病救助的
人员中，累计资助五保、低保、孤儿
参保 73748 人、2108 万元，累计对
10238 名五保户支付门诊救助资金
512 万元，累计对五保、低保、孤儿、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四类人员”补
助 45718 人次、4054 万元，对因病致
贫及低收入群体补助 1354 人次、
880万元。

职能划转后，该市医保部门迅
速行动，成立医疗救助工作专班，梳
理政策和存量待补数据，及时启动
医疗救助工作。交接后，该局首批
对收集齐全的 56 人次救助资料进
行了加班审核，及时拨付 22 万元的
医疗救助款，解决了部分重大疾病
患者费用负担。随着救助业务的开
展，救助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低

保、五保、孤儿、建档立卡精准扶贫
对象“四类”贫困人员住院救助、一
般对象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特困
供养对象门诊救助及低保、五保、孤
儿“三类”人员资助参保等救助项
目。

为让重大疾病患者享受应有的
救助待遇，2020 年上半年，该局通
过数据比对，主动查找出 2019 年度
异地就医应补未补医疗救助的 565
名、704 人次建档立卡贫困户，在
核算准确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下发
通知，镇办具体落实的方法，在镇
村干部和医疗机构的密切配合下，
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将 169.05 万元
医疗救助金全部发放到贫困户手
中。

为让办事群众一次办成，该市
优化认定环节，将过去认定需与大
数据库比对房、车、财政供养等信
息，调整为按年度内重特疾病患者
住院费用中合规费用自付金额超过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2.5
倍设定认定准入，既节省了认定时
间，又保证了认定的公平性。

全省网络大V
赴九口堰听党课学党史

我市不动产登记4小时内办结

救助资金达7554万元

两年间广水13万余人次获大病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