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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 1889 年出生，1953 年逝
世。在我爷爷这代人以前，祖祖辈辈都
是“三无”户，即无田地，无房屋，无积
蓄。爷爷做梦都想有自己的田，有自己
的房子。于是他拼命地给地主干活，讨
得地主喜欢，然后向地主求情，请地主
允许自己租一份田自己兼顾着耕种。随
县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爷爷分了 5亩
水田 2 亩河沙地和一间半土坯布瓦房，
爷爷高兴得合不拢嘴，跟土改工作队
说：我家几代人想翻身，总是翻不了身，
共产党一来就给我分田分房子，一夜之

间就翻了身，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大救
星。

1971 年 9 月，我被政府录用为公办
教师，成为乡邻羡慕的“半边户”。1977
年调入县政府大院工作。1985 年，按国
家政策，我这个“半边户”被批准举家进
县城吃商品粮。这年正月十六，我租了
一辆大卡车，开到我家门前，将家里的
30 多蛇皮袋稻谷、生活用品和坛坛罐
罐，装了一满车。母亲和我的两个小孩
坐在驾驶室，我和妻子坐在稻谷袋子
上，离开了祖辈们居住的村庄，开进了

县政府大院。
搬家这天晚上，母亲特兴奋，又给

我讲起祖辈受穷难翻身的老故事。她深
有感触地对我说：“坤林啊，我们家祖祖
辈辈穷得叮当响，共产党一来就翻身，
你又把我们全家带进县城，这是享共产
党的福啊！你现在是公家的人，吃公家
饭，做公家的事。一定要翻身不忘本，听
共产党的话，踏踏实实做事。”

2005 年，我儿子武汉大学毕业，并
获得硕士学位，被上海一家国有企业招
聘就业。今年“五一”，我儿子一家四口
人回随州看望我们老俩口。5 月 3 日，我
带着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女，去老家祭
祖。祭祖毕，带着他们到老家湾子里看
我的老屋所在地。我对两个孙女说：“这
里是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新街镇姚庙村

曹家西湾，我们的老家。”大孙女抢着
说：“爷爷，这是您的老家，我是上海
人！”

大孙女一句“我是上海人”，让我思
绪万千。我家的翻身史又浮现在我的脑
海里：爷爷做梦想翻身，就是难翻身，共
产党来就翻了身；我带着全家住进了县
城，我儿子他们一家四口成了上海人。
祖辈们拼死拼活追求幸福，还是苦海无
边。从我爷爷到我孙女这五代人的生活
却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是这五代
人比祖上聪明，也不是这五代人能干，
而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不断为国家
谋发展，不断为人民谋幸福的结果。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家这五
代人的幸福！
（市水利和湖泊局退休干部 胡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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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金银丰食品集

团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目前已基本形成年加工

小麦25万吨，年产营养

挂面10万吨，年产优良

大米 30 万吨的生产能

力。集团挂面产品已全

面进入全国800多家连

锁超市，市场前景十分

广阔。图为挂面生产车

间。

（随州日报全媒记

者孙洪涛摄）

“筑巢引凤”打造人才高地
——广水扎实做好大学生实习实训工作侧记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刘冬 通讯员 黄萍 程卫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海芹）为推
动“创一流业绩、树一流形象”落到实
处，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近年来，
市审计局采取多项举措，将提升审计
公信力与审计业务一体推进。

坚持开门办审计，提升透明度。该
局坚持统筹部署年度项目计划，合理
分工明确责任，规范审计流程，要求各
审计组主动上门与被审计单位对接，
建立充分有效的沟通联络机制。落实
审计信息公开，及时听取被审计单位
的意见建议，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
督，提升审计决策、程序、内容的公开
透明度。

坚持从严建队伍，提升战斗力。以
制度建设、法治教育规范审计行为，不
断健全和完善审计项目管理、质量控
制、审计纪律等制度，规范审计执法行
为。以纪律教育、廉政教育强化作风建
设，提高担责能力，建强审计队伍。

坚持全力促整改，提升权威性。坚
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及时与被审计
部门协调，充分用好法律赋予审计的
权利，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到位。对未
按时完成整改的问题建立清单，实行
销号管理。对敷衍整改和整改不到位
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该
移送的移送，以审计整改的充分性和
时效性提升审计工作的权威性。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刘冬、程

淇、通讯员陈壮豪）近日，广水市吴
店镇王子店村脱贫户胡大财望着山
坡上的土鸡养殖基地，舒了口气，因
为在广水市乡村振兴局的帮助下，
他家的土鸡销售难问题解决了。

胡大财夫妇因病于 2013年底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广水市扶贫
干部根据实际情况，扶持其利用山

场资源养殖土鸡成
功 脱 贫 。挣 到 了 钱
又 有 养 殖 经 验 了 ，
2020 年胡大财决定

扩大规模，通过小额扶贫贷款及亲
戚朋友借款等方式，筹集 5万元资金
购买种蛋孵化机、搭建养殖设施，养
殖土鸡 5000余只。因缺乏销售渠道，
土鸡只能在当地乡镇零散销售。今
年以来，土鸡行情持续下滑，稻谷、
玉米等饲料成本连续上涨。进入夏
季，土鸡产蛋率低，又无成长空间，
销售不畅，胡大财忧心如焚，四处求

助。
广水市乡村振兴局工会主席高

教荣在了解到胡大财土鸡滞销情况
后，主动对接，组织工会爱心消费，
购买近百只土鸡，并积极联系吴店
镇具有直联直报消费助农资质的企
业广水农鲜在线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在湖北省消费帮扶公共服务平
台为胡大财开通直通车，供全省工
会职工爱心消费选购。同时，该公司
利用客户资源，线上线下多途径扩
大销售渠道，目前已有多家机关事
业单位集中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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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消费 为脱贫户送去“及时雨”

暖新闻

人才是兴邦之本，人才乃成事之
基。

近年来，广水市大力实施“聚才强
市”计划，统筹推进人才优先战略，打造

“招才引智”新高地，人才培养、人才引
进工作成效显著。

见习实习见习实习 圆青年就业梦圆青年就业梦

“能够用所学的知识来帮助患者，
也让我学习、成长、收获了许多，这
段宝贵的见习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近日，刘蔚高兴地说起了自己的见习
感受。

刘蔚是一名见习医师。去年 1月，疫
情最为严峻的时刻，在广水市人才服务
局工作人员的推介下，他和 15名医学专
业毕业生一同来到广水市第一人民医
院见习。一年多过去了，刘蔚顺利通过
考核聘用，完成从见习医师到正式入职
的华丽转身。

“有些应届毕业生因为缺乏工作经

验，找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有时还会遇
到用人单位不签合同、不买保险甚至不
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合法权益难以得
到保障。”广水市人才服务局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

近年来，广水市通过对当地毕业两
年内未就业大学生和 16 岁至 24 岁未就
业青年及时登记摸排、确定见习对象名
单、根据就业意愿推荐相关工作岗位等
方式来帮助他们加强岗位实践锻炼，提
升就业能力。

据了解，该市通过举办网络招聘
会、发布新闻媒体讯息、对接联络高校、
发送手机短讯等方式广泛宣传大学生
实习实训的相关政策，吸引高校学子来
到广水市实习实训、就业创业。

近 3 年来，广水市设立 109 个实习
单位，共计接纳 6000余名实习实训大学
生，发放生活补贴 836万元。

市校合作市校合作 携手共赢发展携手共赢发展

“想起课堂上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即便我们相隔千里，但心却始终在一
起。”6 月 1 日，支教老师韩雨欣回想起
去年夏天支教时的情形，感慨不已。

去年暑假，湖北工业大学“青佑之
光”志愿服务团连续第 5年开展“送教下
乡”志愿服务，43 名志愿者携手广水市
蔡河镇小河中心小学 256名留守儿童开
展“云上七彩夏令营”活动。古今生活面
面观、漫游酶世界、致敬抗疫英雄、万能
数学、课业辅导……丰富多彩、寓教于
乐的课程点燃了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孩
子们纷纷表示这个暑期过得充实又开
心。

20多天须臾而过，孩子们的点滴成
长进步，韩雨欣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坚
定了要砥砺奋进、反哺社会的决心。

据了解，广水市有近 200 名像韩雨
欣这样的高校志愿者。广水市不断扩大

“朋友圈”，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海洋
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等 8 所高校合作成

立志愿服务团队，积极招募志愿者，以
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为阵地，开办了 20
个“希望家园”，为该市 800 余名留守儿
童撑起一片蓝天。

“人为他有，才为我用。”广水市坚
持把高校作为引才引智的主攻方向，打
造人才聚集“强磁场”。分别同武汉工程
大学化工与制药学院、湖北工程学院生
命科学技术学院、湖北师范大学、湖北
职业技术学院、华中农业大学 5 所高校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共建 31
家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合作高校将到
广水市开展实习实训工作列入年度教
学计划，每年向实习实训基地派遣一定
数量的优质生源。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实习实
训工作力度，在全市上下营造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力争通过实习实
训使大学生了解广水，爱上广水，扎根
广水，在广水就业创业。”该市人才服务
局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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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黄练、沈

强）“6 月和 7 月，我们连续两个月利
用新系统申报退税，以前要报送 5张
表单，现在只需报 2 张，工作量减少
了一大半。原来要花半个多小时的
退税申报，在新系统只用了不到 10
分钟。”7 月 8 日，品源（随州）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汪俊在利
用出口退税新系统申报退税后称赞
道，“新系统不仅让出口报关单的采
集和导入更加方便，而且可以及时
查询退税款的审核情况，方便企业
提前做好退税款到账后的资金安
排，真好！”

据了解，自 2020 年 9 月起，优化
整合后的出口退税系统在湖北筹备
上线，我市同步开展上线准备工作。
今年 5月 31日，随州市勇艺食品有限
公司出口退（免）税电子税收退还书
成功开具，出口退税新系统在随州
成功上线。从 7 月起，出口退税新系
统在全国上线。在我市上线 1个多月

以来，共有 58 户企业尝鲜出口退税
新系统，办理退税 7199万元。

整合优化后的出口退税新系统
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实现了退税办理的“3 个
减少”“3个增加”。“3个减少”即减少
了三分之一的退税申报表单，减少
了五分之一的填报数据项目，减少
了退税申报事项及简化了退税流
程。“3 个增加”即将免费申报渠道增
加到了 3个，增加了退税“免填报”的
数据项目，“免填报”比例提高至 70%，
增加了 5个服务事项和 6项退税提醒
内容。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退税流程
大 大 简 化 ，退 税 申 报 效 率 提 升 了
30%，出口企业退税负担有效减轻。

“与旧系统相比，出口退税新系
统资料简并、流程更优、服务功能更
多，为出口企业减负赋能明显，必将
更好地服务我市外贸市场主体、助
力外贸高质量发展！”市税务局货物
和劳务税科科长何育松说。

资料简并 效率提升

我市58户企业尝鲜出口退税新系统
退税7199万元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温文雅

通讯员陈君怡）信用查询、信用建
设、信用资讯、信用红榜、信用黑榜
……近日，打开“信用广水”网站，浓
厚的诚信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信用广水”是广水市依托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的网站，现
已成为该市褒扬诚信的“总窗口”和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宣传阵地，网
站后台上传稿件 300 余篇，发布“双
公示”“红黑榜”信息 600 余条，访问
量突破 17万人次。

近年来，广水市依托政府门户
网站、本地电视台等，不断加强信用
宣传。该市新闻媒体集中刊载、播报
解读《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

例》。制作“守信光荣、失信可耻”公
益广告，建立固定大型诚信教育宣
传阵地，制作发布信用建设政策法
规条例展板。印刷《湖北省社会信用
信息管理条例》和《征信业管理条
例》3000 余册，用于信用修复培训教
育教材。开展“诚信建设万里行”大
型主题宣传，悬挂条幅 200余条。

该市投入资金 45 万元建成全市
地方公共信用信息数据汇集系统，
实现与省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互联互
通。全市 40个行业主管部门、25个地
方公共服务部门、17 个镇办和工业
基地一体化联通省信用信息服务平
台。目前，广水市共归集各类信用信
息数据 600多万条。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吴娟）学史
重在力行。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随州高新区城东工作局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始
终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检验党史学
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从群众最
根本的利益出发，用心用情用力把
群众关切的事办实办好。

近日，为满足社区居民健身需
求，解决十里铺社区卢家坡花园小
区缺少健身器材的问题，城东工作
局主要负责人将此项工作纳入“我
为群众办实事”事项内容中，在城东
工作局、下沉单位市经信局、十里铺
社区多方协作下，为该小区增添了

一套体育健身器材。
“ 如 今 小 区 安 装

了健身器材，我们以
后 锻 炼 身 体 更 方 便

了。”7 月 1 日上午，十里铺社区卢家
坡花园小区的居民一边看着工人师
傅安装健身器材，一边高兴地说。

健身器材的安装丰富了居民业
余文化体育生活，增强了社区居民
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积极性，大大
满足了社区居民健身的需要，不但
给居民提供了强身健体的平台，也
为小区内和谐生活的画面再添一道
亮彩。

下一步，城东工作局将持续开
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收集信用数据突破600万条

广水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随州高新区卢家坡花园小区
“喜提”健身器材

加快建设加快建设““三区四基地三区四基地””奋力打造奋力打造““创新高地创新高地、、产业新城产业新城””

火炬飘扬火炬飘扬··高新区之窗高新区之窗

（上接第一版）60 年来，朝中两国相互
支持、相互帮助，书写了值得自豪的
友好历史。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朝中两国同志般的信任和
战斗友谊日益加深，双方关系发展到
更高阶段。

金正恩表示，不断加强和发展朝
中友好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
定不移的立场。朝鲜党、政府和人民

将更加珍视作为双方共同宝贵财富
的朝中友谊，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的神圣征程中坚定地同中国共
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携手前
行。再次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祝愿中国党和人民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取得更大胜
利。

习近平同金正恩互致贺电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
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
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
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
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
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
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老百姓是
天，老百姓是地。我们要坚持党的群
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群众批评
和监督，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
谋富民之策，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
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使我们的事业
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全党同
志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坚守人民情怀，永不脱离群

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
同咸、无盐同淡，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凝聚亿万
人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从“ 能 吃 饱 肚 子 ”到“ 吃‘ 净 颗
子’”，再到“想吃细粮就吃细粮，还能
经常吃肉”，回忆起陕北黄土高原上
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目标，习近平总
书记曾深情讲述：“我们这代人有一
份情结，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
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全面
小康大家一起走！”如今，我们已经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新
的伟大征程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
裕、更加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情怀所在，更是使命所系！
（转自 2021年 7月 6日《人民日报》）

(上接第一版)时任应山县委组织部
长的段远钟在回忆录中写道：“为粉
碎日伪的‘扫荡’和‘蚕食’，我地方
武装和信应总队在应广公路上接连
伏击日寇运输队，击毁敌汽车、马车
多辆，缴获战马数匹、皮棉 2600余公
斤。在这几次战斗中，应南地方组
织发动群众成立担架队、向导队、运
输队，大力协助部队作战。”

应山抗日民主政府从成立到抗
战胜利，整整战斗了 5 个年头。在

血与火的洗礼中，以秦家冲为中心
的根据地人民赤胆忠心、矢志不渝
地甘做共产党人的坚强后盾和战斗
屏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
献。

如今的太平镇猫子湖村秦家冲
旧貌换新颜，山清水秀，生活富足。
猫子湖村一度是省级重点贫困村。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经市民防办、交
通运输局、供电公司全力帮扶，该村
实现了整村脱贫出列，建成了党群
服务中心、文化广场、日间照料中
心，村级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发展
光伏电站 3 个，吉阳大蒜基地 300
亩、胭脂红桃树基地 130 亩、育苗基
地 70亩。

青史留名秦家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