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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15日综合新闻

敬 告
为方便客户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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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遗失声明
广水市陈巷荣华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鄂 SB81Z6车辆客运线路牌，经营线
路为：陈巷——经强村，随客运班许字鄂
S843578号，声明作废。

广水市陈巷荣华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鄂 SB06G9 线路牌，经营线路为：棚
兴 村 —— 永 阳 村 ，随 客 运 班 许 字 鄂
S843685号，声明作废。

本 人 黄 秀 花 、王 勃（ 身 份 证 号
420982198004147826、
412931197703110673）于 2017 年 11 月 25
日随州市天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随州
恒大名都楼盘认购房产（房号 2-202）交
款￥537724.00 元。（大写：人民币伍拾叁
万柒仟柒佰贰拾肆元整）票据类型：增值
税 普 票 ，票 据 编 号 为 ：4200164350
01736114,现因本人不慎遗失票据第二联

（客户联），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
济及法律纠纷由本人承担，与贵司无关。

本 人 黄 秀 花 、王 勃（ 身 份 证 号
420982198004147826、
412931197703110673）于 2018 年 1 月 3 日
随州市天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随州恒
大名都楼盘认购房产（房号 2-202）交款
￥5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元
整）票据类型：增值税普票，票据编号
为 ：4200164350 01736284,现因本人不
慎遗失票据第二联（客户联），特此声明
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及法律纠纷由本
人承担，与贵司无关。

随县烈山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21321557015808G，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金由人民币贰仟柒佰万圆整减至陆佰壹拾捌
万圆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办理相
关手续。

特此公告。
随县烈山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7月 15日

减资公告 招租公告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内现有 11

个后勤服务保障项目面向社会公开
招租，有意者请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
25日期间来我院考察、咨询、报名【招
租详情请关注随州职业技术学院后
勤 服 务 公 司 网 站 https://hqgs.szvtc.
cn/】，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1年 7月 25
日 17:00。

招 租 热 线 ：0722- 3809991
13997883358（程先生）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实习生陈依宁、通讯员李灿）7 月 14
日，湖北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我市组织在随州分会场收听收
看。会议通报了我省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进展情
况，交流相关行业部门及试点地区
普查工作经验，动员部署全省普查
工作。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甘国栋在随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就做好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甘国栋要求，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提高工作站位，增强做好普

查工作的责任感，高标准高质量抓
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把
开展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作为长经验、堵漏洞、补短板、强弱
项，提升灾害防范应对能力的重要
抓手来抓好落实。要明确工作重心，
强化对接衔接，推动资源共享；严格
工作标准，确保数据质量；明确时间
节点，确保顺畅高效，推动普查工作
精准高效有序。要凝聚工作合力，明
确责任、理顺机制、强化保障，确保
圆满完成各项普查工作任务，为进
一步健全我市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
系、维护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大局打
下坚实基础。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梅胜）7 月
13日，市政协办召开半年工作述职评
议会，对机关各科室履职情况进行民
主测评，以巩固深化“双争一流”活动
成果，强化工作推动和跟踪问效。

会议提出，上半年，市政协机关
紧紧围绕保障和服务政协履职，持续
深化“五型”机关建设，进一步推进各
项工作提质增效，做到了政治站位有
新高度，建言资政有新深度，综合协
调有新力度，服务保障有新温度，充
分体现了机关干部开拓进取、担当善
为的创新意识和担当精神，团结合

作、奋发有为的大局意识和协作精
神，精益求精、注重实效的精品意识
和工匠精神。

会议要求，打好打赢全年目标
任务攻坚战，要切实在深入开展好
党史学习教育上下功夫，在持续加
强和改进好调研视察活动上下功
夫，在建设管理维护好政协文史馆
上下功夫，在继续发挥好以文辅政
作用上下功夫，在认真筹备好市政
协五届一次全会上下功夫，争创一
流工作业绩，以优异的成绩为全年
工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程淇、

通讯员夏菁、李论）近日，湖北省下
发 2020 年度事业单位脱贫攻坚专
项奖励的表彰证书。经推荐上报、
综合审核、全面考察等程序，广水
市扶贫开发信息管理中心成为全
省 20个记大功集体之一。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广水市
扶贫开发信息管理中心聚焦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对 160 个非重点贫
困村进行深度调研，累计比对、核
实行业部门各类信息数据 230 万

条，核查 7 个年度 40 余万条贫困人口
信息。实行“一学两训”制度，加强村级
信息员管理，建立定期调研制度，创新
提出“一评、二查、三比对”的工作方
法，有效提高了贫困人口精准识别质
量，为脱贫攻坚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数
据支撑。

“荣获专项奖励，是上级对广水市
脱贫攻坚工作的巨大鼓舞和激励。我
们将继续发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力
争再立新功，再创辉煌！”广水市乡村
振兴局主要负责人激动表示。

我市动员部署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市政协办述职评议争创一流

广水扶贫开发信息管理中心
荣获省级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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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记者张清、

通讯员刘兵、黄军军）7月 13日下午
3 时许，随城书香别院小区业主张
先生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
登记窗口办理个人新购商品房转
移登记。在窗口工作人员指导下，
他在受理登记同时缴纳了税费，半
小时后就领到了房屋不动产权证。

将不动产转移登记涉税业务
整合到不动产登记窗口，在受理登
记时同步办理涉税业务，我市不动
产登记实现了由“一窗受理”向“一
窗办结”迈进。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往市民线下办理不动产转移登
记时，需先到不动产窗口受理登记，然
后再到税务窗口办理涉税业务，两个
窗口虽相隔不远，但重复排队耗费了
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在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指导下，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
税务部门，对不动产登记窗口进行了
优化调整，将受理、领证窗口和纳税窗
口融为一窗。市民线下办理不动产登
记业务，只需在一个不动产登记窗口
提交材料，即可在同一窗口缴税（费）

及领取证书，不需跑两个窗口。

我市不动产线下登记实现“一窗办结”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黄练）“这么
热的天，还来帮我们清理垃圾，让我
们真的好感动！”7 月 9 日下午，随州
高新区望城岗自建小区居民刘克稳
对正冒着酷暑来小区参加卫生大扫
除的税务干部说，“对了，上次你们资
助安装减速带后，小区内车速变慢，
比以前安全多了！谢谢你们帮我们又
解决了一件烦心事！”

望城岗自建小区为一规模较大
的还建小区，三层联排结构，共计 658
户，占地面积广，交叉路口多，小区内一
些车辆通行速度过快，存在较大的交
通安全隐患，居民强烈要求安装减速
带。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下沉社区

牵头单位，市税务局将解决小区居民
这一“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
容来抓，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挤出资金
帮助小区安装减速带 145处 580米。

“我特别感谢税务部门帮助我们
解决了二次供水难题！”谈起下沉党
员干部办的实事好事，小区居民金朝
辉感激地说。望城岗自建小区始建于
2008 年，原自来水工程建设标准低，
又因地势较高，处于自来水公司供水
末端，水压低，600 多住户家中经常
出现水量小、停水问题，业主怨声载
道多年，但由于新建泵房资金不足，
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针对这个社区居

民反映最强烈的“烦心事”，随州市税
务局联合市城投公司、市烟草专卖局
先后筹措 20万元，及时解决了资金缺
口，保证了供水工程的顺利完工。现
在，泵房 3 个发电机 24 小时循环工
作，能够实时监测水质情况，保障居
民用水安全。

望城岗社区有块空置场地，社区
计划建个设施较完善的休闲广场。为
解决群众“休闲难”，市税务局挤出资
金，协助社区加快建设进度，完善相关
设施。“希望广场能早日建成，我们可
以早点来休闲纳凉。”望着正在施工的
休闲广场，社区居民高金芳憧憬道。

在帮助解决居民“烦心事”的同

时，市税务局下沉社区党员还积极开
展政策宣传、结对帮困、文明劝导、垃
圾清理、防骗宣传、红色电影进社区、
网格化管理等志愿服务行动，与社区
和物业公司携手打造“红色物业”，带
动各类主体参与社区共治共建共享，
有效增强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税务部门把社区居民的烦心
事、困难事当成自己的事，用心用情
竭尽全力帮助解决。一桩桩实事、好
事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党的关怀
和温暖，让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心
贴得更近了！”望城岗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王朝阳说。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杨东、李通哲）近日，广
水市吴店镇党委紧扣党史教育主题，通过开展

“烈士后代讲党史、青年干部读党史、群众难事
我来办”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研学、为民办实
事的新高潮，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心里走、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

该镇在塘畈村鄂豫皖中央局（中共中央中

原局）成立旧址举办吴店青年讲坛第 16 讲“奋
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演讲比赛决赛暨集中宣
誓活动，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伟大成
就，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该镇还在楼子湾村开展了“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200 余名群众和党员干部一起参
与乡村治理，进行村湾人居环境大整治，开展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同时，该镇青年
干部到困难党员、群众家中开展慰问帮扶活动，
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安装减速带 解决供水难题 援建休闲广场

市税务局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近日，烈日炎炎。广水市邮政
分公司应山投递员沈宝栋将深绿
色的投递车停稳后，抱着厚厚一
摞码放整齐的党报党刊和信件走
进广水市委、市政府大院。“不同
部门的报纸我都分别作了标注，
投递报刊 33 年，从未出错。”沈宝
栋自豪地说。

1988年，沈宝栋成为广水市李店乡
邮电支局的一名乡邮员，每天骑行 10多
个小时，翻 3 座山，蹚 2 条河往返奔波
120多里路为乡亲们送信、送报。

一天，身为支局长的父亲将一份登
有全国劳模余国印事迹的《人民邮电
报》递到沈宝栋面前。报纸上详细记载
了这个和他一样的普通乡邮员，从鄂西
北郧县杨溪邮电支局，一步步走上人民
大会堂主席台，作了长达 20多分钟的发
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那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成为一

个像余国印那样‘贴着大地和乡亲们’
的乡邮员。”

1994年，沈宝栋被调到广水城区投
递班担负市投五段的投递工作。这条段
道包括 9 条街道和广水市委、市政府数
十家机关单位，每天投递的《人民日报》

《湖北日报》等党报党刊及各类报纸多
达数百种，重 100 多斤，沈宝栋风雨无
阻，总是按时送达，从未出过纰漏。

“一封信、一颗心，封封信儿重千
斤。”工作中，沈宝栋给自己定下这样一
个规矩：决不错投一份报刊，决不轻易

退转一封信件。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
3000多封“死信”在他手中复活。

2019 年 2 月，一封来自山东菏泽市
张和庄烈士陵园、收信人为姚远道烈士
的挂号信，几经辗转来到沈宝栋手中。
时隔 72 年，收信地址“湖北省应山
县五区二合庄”随行政区划调整早
已更名，收信人个人信息亦无法在
户籍系统中查询。“姚远道是烈士，
无论如何我要帮他找到家！”抱着
这样的念头，沈宝栋再次踏上熟悉
又陌生的“死信复活路”。

查阅史料、实地考证、走访
群众、查找族谱……历时 36 天、
行程近 3000 公里、走访超过 200
人，让沈宝栋日夜惦念的信件终
于送到武胜关镇官屋村姚远道
烈士的侄子姚亮喜手中。

“既然当了邮递员，人家写
了地址，不管有多困难，就一定

要把信送到！”33年来，沈宝栋的行程已
达 50万公里，累计准确投递各类报刊邮
件 3000万余件，为用户代寄挂号、平信、
包裹等 3 万余人次，至今保持着“零”投
诉记录。

富强富强 民主民主 文明文明 和谐和谐
自由自由 平等平等 公正公正 法治法治
爱国爱国 敬业敬业 诚信诚信 友善友善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邮路上的“神医信使”
——记广水市邮政分公司投递员沈宝栋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刘冬 程淇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胡道敬）7月 12日，
曾都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到辖区某
公司回访。该公司负责人称小区物业多收的
10 万元电费已退回，对区市场监管局开展
转供电违法加价收费整治行动表示衷心感
谢。

2017年 3月，该公司租赁某小区门面房
从事足浴服务经营，其用电由小区物业公司
转供代收电费。自 2017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该公司共交电费 130 余万元。今年 4 月，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转供电违法加价整治政
策宣传，到企业发放转供电价格提醒告诫
函和宣传资料，该公司得知现在商业用电是
0.6907 元/度，而自己公司电费是 1.1 元/度，

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曾都区市场监管局
接诉后迅速进行调查处理，经调查核实账
目，扣除相关物业服务费用，物业公司共多
收电费 10 万元，该局责令物业公司退还多
收电费。

今年以来，曾都区市场监管局紧密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大力开展转供电违法加价整治行动，减轻企
业和群众负担，采用多形式宣传转供电价格
政策，走访转供电受电户数 3000 余户，并发
放转供电收费提醒告诫函和宣传资料，摸排
转供电主体 300 余家，责令整改 12 家，立案
查处转供电主体 8家，已清退多收电费 48万
余元。

曾都区市场监管局助力清退电费48万余元 吴
店
镇
推
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走
深
走
实

7月 14日，城南新区管委会联合曾都区文旅局等单位，在风光社区举行“党的声音到我家”文化惠民百姓宣讲活动，结合文艺演出和社区里的故事将党史教育

宣讲送到百姓家门口。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徐斌摄）

(上接第一版)

住建业务全覆盖

7 月 7 日早晨，我市迎来一轮强
降雨天气。全市住建系统闻“汛”而
动，开展防汛值守和应急处理，实现
了“雨停水消”。

精准施策，做实做细城市建管服
务。目前，市住建部门正探索在全面
查清地下排水管网现状情况下，通过
对城市排水管网、泵站、内河明渠进
行电子监控改造，建设城市排水防涝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提升城市排水防
涝决策和应对水平。

“综合运用现代新技术、新科技、
新手段，通过技术管理与人员管理相
结合、网络监管和现场监管相结合，
来提升住建行业管理水平和管理效
率，更好地服务城市建设发展。”9 日
下午现场观摩结束后，市住建局组织
举办了每周一次的“住建业务大家
讲”，通过现场演示、业务交流、领导
点评等形式，增进全系统干部职工对

“数字住建”的认识，引导大家转变思
想观念，提升行业监管服务水平。

据介绍，围绕项目建设监管、行
政审批服务、住房保障服务等，目前，
市住建局通过与技术服务单位共建
的形式，建设完成了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管理平台、随州市“智慧工地”专业
管理平台、随州市城镇个人住房信息
系统、随州市“智慧住保”信息系统、
随州市地下管线信息系统、随州市城
建档案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等“数字住
建”六大系统平台。

十堰燃气爆炸事故给城市燃气
行业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汲取事
故教训、坚决防患于未然，市住建部
门在加大隐患排查治理，推进中心城
区燃气网格化管理服务的同时，积极
探索建设智慧化燃气建设管理系统，
实现城市燃气动态管理，提高监控预
警、应急处置能力。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探索建设全面准确的行业数据
中心、城市信息模型平台、数字住建
应用平台，拓展丰富城镇个人住房信
息系统功能，以持续提升城市健康安
全水平为目标，提高城市智慧治理和
精细化服务能力。

智慧建管让城市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