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店镇“厕所革命”让“方便”更方便

“垃圾革命”让乡村更靓丽草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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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州日报上刊登分
类广告（声明、公告、售
房、售车、招租、注销
等），原随州日报社一
楼（沿河大道 122 号）
办理随州日报广告业
务不变。特此敬告。

联 系 电 话 ：
3312088
随州日报社广告中心

遗失声明

随州市曾都区粮油购销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21302714670161K，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法人证书正副本已遗失，特此公告作废。

随州市曾都区粮油购销总公司

2021年 5月 27日

随州市胡家军音响器材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286001779501，基 本 存 款 账 户 ，开
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随 州 市 曾 都 支 行 ，账 号 ：
942009010031778898，声 明 作 废 。由
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广水市关庙镇刘家沟农业灌
溉用水者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
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514213815036763957，声 明
作废。

随州市曾都区粮食质量监测
站遗失法人证书（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21302679773084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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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 ，单 号

（2019）№ 00579216，付款人：叶传国，
金额：3500.00元，声明作废。

随州市安润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鄂
S39875(黄)道路运输证（副本），证号：
421302201679，声明作废。

随州市安润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鄂
S996A7(黄)道路运输证（副本），证号：
421302203551，声明作废。

湖北猪猪侠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公章名称：湖北猪猪
侠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随州市祥云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286000817001，基 本 存 款 账 户 ，开
户行：工行随州分行营业部，账号：
1805020409250013935，声明作废。由
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
担。

注销公告

他,8 岁时遭电击伤截去双臂，但在
人生路上没有消沉、迷茫；他，勤练游泳，
成为一名国家残疾人运动员，先后在国
内外大型游泳赛事中多次夺冠；他，自主
创业，先后创办多家公司，带领更多残疾
人绽放精彩人生……他就是湖北智乐游
泳设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丰强。

抗争命运

1978 年，李丰强出生在随县吴山镇
一个农民家庭。8 岁时的一场意外，让
他失去了双臂，吃饭、穿衣、洗漱……事
事都得靠家人照料。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不能成为家人
的负担，要像正常人一样过有尊严的生
活。”李丰强对记者说。

失去双臂的李丰强凭借顽强的意
志，实现了生活自理。1990 年夏天起，
他开始练习游泳。每次一下水好不容易
浮起来又沉下去，呛了很多水。一次，他
不小心踩着河里光滑的石头，一下子就

滑倒在河中，并渐渐向河底沉下去，他
奋力回到岸边后，发现自己能浮起来
了。就这样，李丰强学会了游泳。

与此同时，李丰强还想学骑自行
车。家人拗不过他，买了一辆旧自行
车，并加长了把柄，让他能用残肢控
制。在一次次摔倒之后，终于他又学
会了骑自行车。他曾用 9 天时间，从
随州一直骑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

1997年 7月，李丰强想横渡长江，
庆祝香港回归。当他从汉阳门游到汉
阳江滩一个来回后，有人说：“你没有
手，游泳都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报名参
加残疾人运动会呢？”

这句话提醒了李丰强。他回到随
州，找到市残联，工作人员告诉他，省

里正在招运动员，回去等消息。

搏击人生

1998 年，省残联派人到吴山镇对李
丰强进行游泳考察，认为李丰强很有培
养 前 途 ，让 他 去 沙 市 参 加 游 泳 集 训 。
1999 年，他进入省残疾人游泳队，并在
当年举办的湖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
上获得了 50米自由泳亚军。

从此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拾。2002
年，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中，李丰强
获男子 100 米蝶泳冠军，打破世界纪
录，并入选国家队。2002 年 12 月，李
丰强参加了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锦标
赛，取得了 100 米蝶泳第一名，刷新该
项目世界纪录。2006 年，在省残疾人运

动会上，他包揽了 5 块金牌。2011 年
10 月，在浙江绍兴举行的第八届全国
残疾人运动会游泳比赛中，李丰强获
得自由泳接力、个人 100 米蛙泳赛多
块奖牌。

在十几年的游泳比赛中，李丰强
共夺得奖牌 56 枚。泳池和赛场成为
他人生的舞台。

回报社会

因体育成绩突出，李丰强被特招
到武钢上班。2008 年，李丰强办理了
停薪留职手续，回到家乡创业。

创业路上摸爬滚打，甘苦自知。
从开办服装加工厂到创办游泳培训中
心、从办拖把厂到成立游泳俱乐部，再

到创立湖北智乐游泳设施公司，李丰强
用坚毅和执着在创业路上前行。

“我深知残疾人的艰辛和困苦，我竭
尽所能帮助和我一样的残疾人，做残疾
人的贴心拐杖，让他们实现自立自强。”
李丰强对记者说。

2008年 6月，李丰强创办了“游泳培

训中心”，所聘教练、员工都是肢残人
士。其中培训的肢残学员袁伟译，在巴
西参加世界残疾人锦标赛夺得冠军。

2009 年，李丰强又创办了“群力拖
把厂”，免费培训残疾人和下岗工人上百
人次，长期安排就业的残疾人和下岗工
人 10余人。

2013 年，李丰强发现韩国流行的移
动水上乐园设施在国内很受欢迎。于
是，他通过考察后，成立了湖北智乐游泳
设施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有职工 26
人，其中残疾员工就有 15人。

家住曾都区南郊瓜园的马健，2011
年做外墙装修时摔倒，导致腰椎脊椎损
伤，无法正常行走。当他通过 QQ 群认
识李丰强，并进入到智乐游泳设施公司
工作后，性格变得开朗了，其专门负责
的产品网络销售和推广工作成绩突出。

工作之余，李丰强还加入市志愿者
协会，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每年的
学雷锋日，他组织所有员工，沿着随州
的母亲河白云湖，分拣河中漂浮的生活
垃圾。近几年来，他收养、帮扶了数十
名孤儿，还资助了几名贫困学生圆了大
学梦。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自强不息写人生
——记湖北智乐游泳设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丰强

残联之窗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王
聪莹）5 月 26 日，我市召开自然资源
工作推进会，听取各地自然资源保
护工作落实情况汇报，通报全市自
然资源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研究部
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市
政府党组成员吴丕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

吴丕华提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管理
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立足服务全市发展大局，正确处理发
展与安全、开发与保护、守牢底线与
高效利用之间的关系，切实增强做好

自然资源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要坚决扛起落实整改的责任，围绕自
然资源要素保障、耕地“非农化”、存
量建设用地消化处置、生态环保督察
问题整改、土地违法问题监督执法等
重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动作
为、奋发有为、担当善为，加快推
动问题整改，补齐工作短板，全力
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要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
用，从严考核压实各方责任，推动
工作落地见效；从严执法，健全自然
资源违法线索处理的工作机制，尽早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全面提高全市
资源利用效率。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徐斌、特
约记者江开军）5 月 27 日，“寻根随
县 食食如愿“美食擂台赛在炎帝故
里景区庙会广场隆重举行，141 道美
食经过评比，产生金牌菜 30 道、优质
特色菜 50道、精品美食 10道。市委常
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吴丕华，市政协
副主席刘玲出席美食节，为金牌菜得
主颁奖。

当天，炎帝故里景区活动现场热
气腾腾、喜气洋洋。22 支代表队百
余掌勺大厨分工协作，锅碗瓢盆奏响
一曲厨房交响乐，一时间烟火袅袅、
香气升腾。

在美食展示区，各种美食争奇斗
艳，引得观众啧啧称奇。一座栩栩如
生的神农雕像引得围观，“这是神农
瓜灯，主要用冬瓜、南瓜雕琢而成，寓
意传承炎帝文化，开创美好生活。”参

赛团队代表刘晶晶说。他们的神农碧
熙酒店以炎帝文化为主题，精心创作
4 道美食冲刺大赛奖项。“你看这桌
菜，真像一座微型花园。”观众热议的
是尚市镇代表队的作品“鸟语花香”。
团队代表杨爱介绍，尚市镇有数万亩
桃花和牡丹花，被称为“随县的后花
园”，他们用各色萝卜和南瓜创造出

“鸟语花香”，是想展示随县大美乡
村，吸引游客前来看美景、品美食。

随县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美食
赛不仅是辛丑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
寻根节的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全市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美
食赛以“寻根随县 食食如愿”为主
题，旨在挖掘随县地方特色美食文
化，打造特色美食品牌，让外地游客
对随县金牌菜有期待、有念想，助推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通
讯员靳伟）5 月 26 日，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林常伦调研随州电厂和综合能
源基地项目建设。

调研座谈会上，国能长源随州发
电公司、国能长源随县新能源项目筹
备组、随县政府和随州高新区管委会
分别汇报了电厂及配套项目建设、新
能源基地前期工作推进情况，针对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市
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结合部
门职能就推进项目建设作表态发言。

林常伦提出，国能随州电厂是我
市目前最大的投资项目，自开工以来，
项目建设有序高效推进，创造了国能

“随州速度”。随州高新区及市直相关

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省直部门的沟
通协调，积极争取上级支持，确保项
目建设既符合政策又能按时间节点
推进；要全力支持项目建设，抓好电
厂配套项目建设，特别是新 316 国
道和铁路专用线项目；要进一步优
化电力送出路线，尽早核准输出线
路路径。要以推进电厂和新能源百
万千瓦基地建设为抓手，着力打造
随州综合能源基地，助力我市早日
实现由新能源大市变成能源强市的
目标。要摸清能源项目发展底数和
支撑要件，合理规划布局，为后续能
源建设发展创造条件；要按照建设
综合能源基地的标准和功能定位，
做好项目谋划工作，推动项目落地。

林常伦调研随州电厂
及综合能源基地项目建设

我市部署推进自然资源工作

随县举办美食擂台赛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莹莹）近
日，共青团曾都区委、区青年志愿者
行动指导中心、区青年联合会联合举
办青年交友联谊活动，着力将“我为
青年办实事”做到青年的心坎上。来
自重汽华威、泰晶科技、江南专汽、新
兴全力等多家企业的 120 余名单身
青年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形式多样，大家互动不断，现
场气氛热烈。青年男女们通过参与游
戏，在交流互动中拉近了彼此距离，在
享受欢乐时光的同时增进相互了解，并
留下青春影像。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
动有效解决了他们圈子窄、工作忙、交
友难等问题，契合他们的个人需求，在
活动中感受到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曾都团区委为企业青年办实事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黄芳芳、通
讯员冯琦、韩树)“过去是露天蹲坑，一
到夏天，苍蝇蚊虫到处飞。最惨的是下
雨天地上污水横流，无处下脚。现在干
净卫生用起来很舒心。”5 月 16 日，随县
殷店镇塔儿山村村民赵达均对记者说。

“一块木板两块砖，三尺木板围四
边。”这曾是随县殷店镇农村厕所的真
实写照。伴随“厕所革命”持续推进，昔
日的“露天坑”土厕所逐渐被“水冲式”
新厕所取代。在镇村干部的带领下，塔
儿山村修建了新式的水冲式厕所，厕所

里还配了淋浴器、洗手台和镜子。
群众的事无小事，让“方便”之事更

方便。近年来，殷店镇把群众认同、群众
参与、群众满意作为“厕所革命”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以建设卫生厕所为重点，
因地制宜，采取自来水直通和蓄水桶相

结合的方式，达到水冲式效果，科学指
导群众建厕改厕。

截至目前，该镇已新建、改建卫生
厕所 3310 座、村级公厕 27 座。如今，新
式的厕所已成为殷店镇农村家庭的标
配，群众的“方便”事变得更方便了。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黄芳芳、通
讯员廖珊姗)“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
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宽阔明
亮的村道，美观整齐的院落，喜笑颜开
的村民……在随县草店镇观音寺村，一
幅美丽的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咱们村越来越干净整洁了。过去

村里脏乱差，柴草随意堆放，废弃的塑
料袋、生活垃圾遍地都是，垃圾里滋生
的虫蝇让人感觉很不卫生。”5 月 19 日，
观音寺村村民石从本开心地说，“现在
政府给村里统一安放了垃圾箱，修建了
垃圾集中回收点，还配备了保洁员，把
垃圾运出村统一处理。”

“现在村民们不仅自己将垃圾打包装
袋丢到垃圾车里，而且主动监督起村里过
往行人乱扔乱倒的行为。”观音寺村党支
部书记张大军说，“村子干净了，变美了，
村民们爱护家园的意识也更强了。”

这是草店镇集中开展乡村垃圾专
项治理行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

推广“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
的垃圾处理模式，对村庄周围、道路两
旁、庭院内外垃圾进行全面清理。

截至目前，草店镇共建成垃圾中转
站 1个，设置垃圾箱 8个、垃圾桶 4300多
个，配备保洁员 102个，乡村生活垃圾得
到有效治理。

5 月 27 日，曾都区
西城办事处玉波门社区
联合随州市中心血站、
随州大和康复医院等，
开展“学党史、感党恩，
我为群众办实事”送健
康免费体检活动。医护
人员免费为社区居民提
供测量血压血糖、诊断、
健康咨询等服务，还有
老中医为居民把脉，疼
痛康复医生为居民进行
针灸、拔罐理疗，引导大
家 养 成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随州日报全媒记
者陈巧玲、通讯员龚巧
玲摄）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温文雅、通
讯员王琪）5 月 15 日，由国家卫健委脑
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主办的“2021 年
中国脑卒中大会暨第十一届全国心脑
血管病论坛”在北京召开。会上对 2021
年综合防治卒中中心单位进行授牌，广
水市第一人民医院位列其中，是随州唯
一获此称号的医疗单位。

“广水市卒中救治中心”是该院近
年来着力打造的“六大中心”之一。该中
心以神经内科为主体，整合急诊医学、
重症医学、医学影像、检验、超声医学、
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麻醉、康复等医

院学科力量，全面覆盖了脑血管病的预
防、标准化药物治疗和急症静脉溶栓
术，介入动脉溶栓、卒中后期的康复训
练和卒中健康管理等环节，为患者提供
预防、治疗、康复一体化的全程诊疗。

据了解，中心自 2016 年成立以来，
不断优化脑卒中救治流程，推行“先救
治后付费”、卒中团队前移等重要举措，
开放 24 小时急救“绿色通道”，确保急
性脑卒中病人能够在“3-4.5 小时黄金
时间窗”内得到更科学、更规范的治疗，
有效降低了卒中患者的致残率和死亡
率。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通
讯员陈纯国、刘明全）5 月 25 日至 27
日，我市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指挥员
培训，进一步提高各级森林防灭火队
伍应急处置、科学扑救、联合作战能
力，夯实队伍基础。

据悉，此次培训活动由市应急管
理局（市森防办）协同省森林消防“教
官团”组织举办，在随县、广水市、曾都
区分片分班，开展为期 3 天的森林防
灭火指挥员培训。全市应急、自然资源
和规划、林业、消防救援、武警随州支
队和随州宏林救援队等所属系统人员

共计 18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指挥员培训主要采取理论教

学、战例解读和实操训练方式进行。授
课老师从扑火安全知识、安全风险评
估、火场紧急避险、火场紧急险情处
理、战例分析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同
时，组织开展了便携式风力灭火机操
作、单兵实战训练、战斗班组扑救战术
战法演练等。培训通过火场情景构建
和火情预设，各级指挥员模拟前线指
挥调度，各级战斗队员现场操作，各种
防火器材同步上阵，密切配合构成了
一道名副其实的“防火墙”。

我市组织开展
森林防灭火指挥员培训

广水一医院获评
国家级“综合防治卒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