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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委托人同意,并报法院批准,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随州宾馆宴宾楼四楼 2 号会议厅，对
随州市机电设备公司破产资产 (市烈山大道中段 14 间黄
金商铺及临街综合楼,共 4层）继续进行整体公开拍卖。

标的：随州市机电设备公司所有的、位于随州市西城
烈山大道中段 177 号四层临街综合楼房地产,该栋房产土
地用途为办公、营业、住宅用地，公司总证土地使用权面
积 1130.59m2, 土 地 为 国 有 划 拨 类 型,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2043.15 m2（其中证载面积 1994.37m2；证外部分面积为
48.78m2；一楼房产系临烈山大道和玉石街商铺）。该标的
位于市烈山大道圣宫饭店巷道口北侧，皇家西饼、神农大
药房对面；一楼临烈山大道有 10间黄金商铺（自南面巷道
口新光饰品店右起至北面米乐时尚店止），临玉石街有 4

间商铺（自新光饰品店起向西共 4间）；调整后整体拍卖参
考价：1900万元内，原参考价：2100万元内，可接受联合报
名竞买。

即日起展示，有意竞买者，请自行或导引踏勘后，携
有效身份证件及竞买保证金，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下午 5
时前到本公司报名处，按相关规定登记报名（以竞买保证
金于报名截止时间前全额汇入为准，逾期不予办理），竞
买保证金 380万元。

报名处：1、随州市舜井大道五金建材城 C区 18号
2、随州市高新区万众路欣和电子公司三楼

户 名：湖北华宝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账 号：17783301040003183
开户行：农行随州市汉东路支行
联系人：夏经理 13617227999 杨会计 15826780711

湖北华宝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7月 6日

拍卖公告

我叫周承均，生于 1933年 8月，1949
年 5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 7月入党。

我出生在旧社会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生活饥迫，父母带我讨过多次饭。到
七八岁时，就随父亲一起干农活，13 岁
就 外 出 给 地 主 、老 财 家 干 活 混 饭 吃 。
1948 年冬，共产党领导解放了我的家
乡，我们穷人翻了身！当地成立了人民
政府，我积极参加乡里的民兵组织并担
任连长，领导民兵打土豪、分田地。

正当此时，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
发了，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血
与火的考验。1953 年，我所在的部队移
防到保定市，军委命令全军建营房，进行
现代化、正规化军训，同时还要支援地方
工农业建设，并抽一定时间开荒生产自
救。我被抽调到天津市北大港开荒生
产，在这期间我入了党，感觉身上有使不
完的劲，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只想用兢兢
业业的工作来报答党的恩情。1963 年
10月 3日，河北保定地区发洪水，我带的

连队负责排洪入海任务，将士们吃睡就
在马趟介河大堤上，日夜不停破堤排
洪。由于排洪及时，我们连受到防洪指
挥部表扬，被评为“排洪先进单位”，我也
荣立三等功。

1978 年，我转业被安排到随县自来
水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组织部领
导跟我说：“老周啊，你到自来水公司去
任务很重，群众每天吃不上水意见很大，
包括政府机关吃水都困难。”我向领导表
态：“共产党员到哪里都要把党的工作搞
好，我一定要让自来水供水一年大变
样！”

我到随县自来水公司时正值国庆节
前夕，我便决定节日不休息，与职工谈心
了解单位情况。为什么城区人民吃水困
难？职工对此反映问题很多：领导班子
定不了位；一些职工住房、生活方面实际
困难解决不了，思想不稳定；供水电源没
保障……由此一来，吃水成了老大难。
每天早晨群众排一两百米的队伍接水，

好不容易轮到水又停了。来随县的客人
喝水洗澡困难，就给随县编了一句顺口
溜：“随县随县随随便便，白天停水，晚上
停电。”掌握了情况，我心里有了底，
采取举措：一是抓干部，在干部中统一
思想、统一认识，认识供水重要性，提
高干部对供水的责任感；二是抓党员骨
干模范带头作用，做好职工思想稳定工
作，不断鼓励职工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争
取改变供水现状，同时解决职工实际困
难；三是抓电源保障和万吨供水改造、管
道配套。

电源保障和万吨供水改造、管道配
套这三项工程在 1979 年同步进行。我
和公司的干部职工们每天吃在工地上，
虽然每天日晒、雨淋、一身水、一身泥，
但大家情绪高涨。当年 11 月份，三项
工程都完成了。电力专线已通电，确保
电源不断；万吨改造已完工，把水送到
各家各户，确保给群众供足水、吃好
水，解决了群众排队挑水老大难。同时
也给职工建起 24 户住宅楼，解决了职
工住房难问题。这一年，公司被省里评
为自来水供水先进单位。这个“先进”
给了我更多前进的动力。我想着，为全
市人民供好水、供足水任重道远，每年要

有个新目标，完成任务的同时，要取得新
成绩。

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区人口的
增多，靠日供水 1 万多吨远远不够。我
想，除了老厂供水，再建个二水厂。这个
方案提出来后，干部职工们讨论认为是
有必要的。公司就把方案上报市委、市
政府，得到市政府同意。市政府于是把
建二厂计划上报到省厅，此计划得到省
厅领导批准，投资 1500 万元，建成日
供水 15 万吨规模项目，分期完成。根
据省厅指示，我们组织专班和技术力
量，成立工程指挥部，组成三四个工程
队，拉开二厂建设序幕。经过努力，从
1982年至 1986年底，最终完成日供水十
万吨任务，确保随州市民吃水和工业用
水。

我还带领大家抓新老水厂环境卫生
绿化、美化，在干部职工中开展文体活动
……公司环境和职工面貌都焕然一新。
我的工作也得到上级领导和职工肯定，
心里觉得总算没有辜负党的信任。

回顾我的一生，是党的教育培养让
我工作取得成绩，是党给我指明前进方
向。我要永远忠于中国共产党！

（离休干部周承均）

到哪里都要把党的工作搞好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听老党员讲故事听老党员讲故事

重走长征路，砥
砺新征程。7 月 11 日，
广水市关庙镇近百名
党员干部赴桐柏山太
白顶田王寨景区，开
展 红 色 教 育 实 践 活
动。当天，大家参观了
红军纪念馆，聆听红
军战斗故事，重走了
红军长征路，依次瞻
仰红军泉、红军哨卡、
战壕、碉堡等红色遗
址。图为关庙镇党员
干部在红军长征纪念
塔前重温入党誓词。

（随州日报通讯
员黄萍、蒋东岭摄）

市中医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
健康热线：0722-3313000 3313560

中医相伴 健康相随随州市烟草专卖局敬告
为维护卷烟市场秩序稳定，保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随州市烟草专卖局敬请广大群众对我局依法行政、内部规范经营等

活动进行监督；对非法制造、贩运、窝藏、销售假冒卷烟行为进行举

报。凡经查证属实，我局将对举报人给予重奖，并对举报人保密。

举报电话：12313
3224067(市烟草专卖局)
曾都：3589315 13908669526
广水：6236577 13972983980
随县：3339113 15272869669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程淇、通
讯员夏菁、余勇）“门口冲里有六七
头野猪，经常下山损害庄稼，我家近
1 亩红薯地都被野猪损坏了！”“后
山有三四头 100 多斤的野猪，每隔
两三天就会出来，村里好几块玉米
地受损。”7 月 12 日，广水市多个乡
镇的村民纷纷反映有野猪破坏庄稼
的现象。

据了解，随着治爆缉枪和封山
育林不断深入，野生动物得以大量
繁衍生息。近年来，广水市境内野
猪数量不断增加。时值玉米、大
豆、红薯等农作物收获季，白天村
民进行农事活动时，野猪不会主动

现身，晚上为觅食会下山破坏庄
稼。

“村民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
下，可采用放鞭炮、点蚊香、敲锣等
方法进行驱赶。”广水市林业局工作
人员说。野猪现被认定为国家“三
有”保护动物（即国家保护的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不能随意猎捕。对于野猪损坏
的农作物，将按农作物成熟后鉴定
的受损比例进行统一补偿。工作人
员表示，将加强对防御野猪的指导，
结合实际进行合理驱逐，落实网格
化管理责任，及时掌握野猪活动，减
少村民损失。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先国 周
科）7 月上旬，我市中、小学学生入
学登记迎来高峰期。根据各中、小学
学校划片就近入学要求，需要对家
长提供的不动产证明进行房查。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将其作为“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前谋
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应对不动产
权查询高峰。

该中心增加人工查询窗口。在
原有 1个查询窗口基础上，再调配 2

名业务骨干，将 2 个机动窗口调整
为档案查询窗口，档案查询窗口增
加至 3 个。开设集中查询业务。主动
对接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市教
育局，将以前由群众自行查档改为
学校集中代为查询，有效避免人员
扎堆。搞好后勤保障服务。网络和设
备维修人员 24 小时待命，确保不动
产登记档案自助查询机顺利运行。
同时，安排专人进行查询指导和人
员分流，避免了查档等候现象。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黄芳芳 通讯员 廖珊姗

“三式联动”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海芹）市
审计局为进一步压实审计机关的政
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提升政治力、
组织力、向心力，不断增强审计机关
战斗力，引领审计高质量发展。

以理论教育提升政治力。以
“学党史、跟党走、优服务、提效能”
为理念，将党建工作和党史学习教
育结合起来，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
时 ，不断深化党员干部对共产党
100 年来的初心使命、奋斗历程以
及探索实践的认知，深化对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的感悟，
并以此强化党建引领，落实政治责
任，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领悟
力、执行力。

以严格管理增强组织力。严格
组织管理，抓实机关各支部党建工
作的同时，针对审计人员长期出差

的情况，建立“审计组+临时党支
部”的管理模式，保障“三会一课”制
度和机关党建责任层层落实到位。
坚持正人先正己，扎实开展廉政教
育，严格执行审计“四严禁”“八不
准”纪律，组织集体廉政谈话、审前
谈话等，严防“灯下黑”，推动从严治
党延伸到每个审计人员。

以良好氛围激发向心力。围绕
党的建设，紧扣党的重大政策，通过
主题党日、党史学习班、业务培训、
审计经验交流会以及党史知识竞赛
等活动，不断创新党建活动载体，营
造良好的机关学习氛围。充分发挥
工青妇的组织作用，引导理论学习
和业务工作相互促进，激发审计人
员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增强党员干
部提升自身能力素质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不断提升审计机关的形象。

市审计局“三举措”
加强新时代党建工作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多措并举
应对入学登记房查高峰

广水将对野猪毁损庄稼
进行统一补偿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华艳、尹
书）近日，随县总工会启动 2021 年

“金秋助学”活动，帮助该县困难职
工子女圆“大学梦”。

据悉，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围绕“我为职工群众办实事”主题，切
实解决困难职工急难愁盼之事，随县

总工会启动2021年“金秋助学”活动。
助学对象主要为已建档困难职工子女
和建档外临时困难职工子女，全县各
基层工会也可结合实际自主开展本单
位助学活动。该县总工会通过全方位、
多层次的助学活动，将极大缓解该县
困难职工子女上学难问题。

随县总工会启动
2021年“金秋助学”活动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
情况予以公示。

杨光胜，男，汉族，湖北随县人，
1977 年 12 月生，全日制大学学历、
法学学士学位，2001 年 7 月参加工
作，1999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
任广水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县市
区委书记。

公示时间：2021 年 7 月 19 日至
2021 年 7 月 23 日。广大干部群众如
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
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

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
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
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中伤、
诬告陷害。

来信地址：湖北省委组织部干
部监督处，邮政编码：430071。

举报网址：www.hb12380.gov.
cn。

举报电话：027－12380，短信举
报号码：15102712380。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
2021年 7月 18日

（2021年第124号）

7 月 13 日，广水
市红十字会聘请优秀
救护师资团队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本次培
训为期两天，深入浅
出地讲解红十字会活
动基本知识和救护概
论、心肺复苏术、创伤
救护四项技术、常见
急症和意外事故的现
场自救互救方法。

(随州日报通讯
员刘小斌、冯青、蔡源
摄)

“我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不能参加
村里组织的集中学习活动。没想到村党支
部专门上门组织帮扶学习，这是党组织对
我的关怀和激励，我一定认真学习，永远跟
党走。”近日，随县草店镇金锣山村49年党
龄的老党员宋国华激动地说。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随县草
店镇创新实施“三式联动”学习方式，扎
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让党史学习教育
走“新”更走“心”。

沉浸式体验学

“重走长征路，阔步新征程。”草店镇
坚持“内外”结合，用好用活本地帽儿坡
革命烈士纪念碑遗址和异地田王寨风景
区红色文化资源，为党员干部精心打造
学党史“现场课”，让党员干部身临其境
学党史。该镇丰富教育形式，通过回顾英
雄事迹、向革命烈士默哀、重走红二十五
军长征路等方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集中式宣讲学

“学习不留白，补足精神钙。”草店镇切

实用好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四本
书，精心制定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计划，
充分利用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专题读书
班、主题党日等活动，以干部授课、现场调
研、讨论交流、视频教学等形式，涵养初心
使命，补足精神之钙，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群众、深入人心、全员参与、全面覆盖。

截至目前，草店镇已开展学党史集
中宣讲 21场次，参学人数 900余人。

上门式帮扶学

“党史学习，不落一人。”草店镇各

村、社区组建 15 支帮学小分队，定期到
年龄较大、行动不便、出行不易的老党员
家中，开展“上门送学”“到家帮学”活动，
为党员们讲解重点知识，分享党史学习
心得体会，让老党员们能及时学、随时学
党史教育的新要求，确保学习教育“不缺
课”，思想行动“不掉队”。同时，积极听取
他们对党史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鼓励
老党员发挥余热，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开
展建言献策。

截至目前，草店镇已上门帮扶老党
员学党史 116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