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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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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市贝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友：914213033165813588）
不慎遗失预留印鉴章其中的财务章，开
户账号：17782801040007713，开户行：中
国农业银行随州市北郊支行，声明作
废。

陈丽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
本），证号：421302100466，声明作废。

钱玉龙遗失《公务员伤残证》，证
号：鄂公 S000166，声明作废。

7月 15日，广水市广水街道驼子村，
村民房前屋后绿意盎然，田野里水稻、蔬
菜竞相生长，散发出勃勃生机。

驼子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347户村民、
1347人。过去，该村一穷二白，在办事处综
合排名倒数第二。2019年“由负转正”，排
名正数第二；2020年，排名第一。

蜕变从何而来？

选好“领头羊”
建强班子聚民心

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
驼子村“两委”干部原先 3 人，大家

面对问题意见不一，1 名村干部愤而离
职。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门窗破旧、地面

塌陷、桌椅残损，“站没地方站、坐没地方
坐”。村“两委”班子软弱涣散直接影响村
庄发展，多年来驼子村发展缓慢。

2018 年，驼子村“两委”换届，推选
退伍军人黄艳峰担任党支部书记。黄艳
峰是全村有名的致富能人，退伍后长期
在外经商。为回报家乡，他放弃木材加工
生意，回村当起“村官”。

黄艳峰领导的村“两委”班子成员，
平均年龄 40多岁，会电脑、懂技术，头脑
活、手脚快。新班子上任后，根据特长分
工，各项工作有声有色。

村里积极对接上级组织、多方筹措
资金，装修改造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会议
桌椅换新，增添空调、电子屏等办公设
备。建立考评机制，每月至少开展一次主
题党日活动，让在家党员、村民代表、致
富能手等共同参加，商讨村里大小事宜。

驼子村共 33 名党员，村里组织开展
卫生清洁、对接贫困户等工作，党员带头
执行。去年，村里决定修建机耕路，但村
民心里有顾虑，一开始并不乐意。村里党

员拿出自家田地，“先示范再动员”，换来
村民态度转变。

村党支部的变化，村民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持续增
强。2019 年—2020 年，驼子村共收到 16
份入党申请书。

念好“致富经”
壮大实力惠民生

驼子村蔬菜基地，塑料大棚依势摆
开，茂密的叶子间，辣椒顽皮地冒出头
来。

黄艳峰介绍，蔬菜基地占地 200 多
亩，有夯土大棚 2个，普通大棚近 200个，
目前茄子、黄瓜、辣椒、苦瓜、豇豆、西红
柿等蔬菜大量上市、销售红火。

“现在种菜和以前可不一样。”黄艳
峰说，“过去道路设施不完善，蔬菜收获
后需要手提肩扛，如今车辆开到田间地
头，省工省力。灌溉系统也不断健全，村
里修建泵站，管道直通农户菜地，改变了

全村接几百米抽水管从河里取水的困
境。”

驼子村朱家湾蔬菜交易市场，运货
车辆来来往往，新鲜的蔬菜被运往武汉、
大悟等地。黄艳峰介绍，交易市场投资近
50 万元，于去年建成。村里蔬菜借助交
易市场，销往各地大型商场超市，每天能
卖出约 3000公斤。

村民黄五种有 20 多个蔬菜大棚，根
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种植品种，去年收
益 10 多万元。脱贫户黄国裕患有小儿麻
痹症，村里安排他到合作社务工。大棚摘
菜、秧田除草……一年四季总有活干，一
天 130元，一个月收入可达 3000多元。黄
艳峰介绍，村合作社常年务工的有 10 多
人，季节性务工的约 70 人，去年合作社
支付村民报酬达 20万元。

目前，驼子村已建成 200 亩大棚蔬
菜、500 亩随州香稻、400 亩小麦、200 亩
油麦、200亩玉米、50亩莲藕、1万对王鸽
养殖基地，“一村一品”发展格局日渐清
晰，特色种养产业渐成规模。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刘冬 通讯员 张婷 刘思齐

“末等兵”勇当“排头兵”
——广水市广水街道驼子村发展侧记

记者记者记者记者走走基层基层基层基层

眼下是高温天气，也正是水稻生长
的关键时期。7 月 12 日一大早，在曾都
区何店镇农业示范基地里，记者见到了
该镇农技推广员、省区共建专家大院岗
位专家王保明和他的团队，他们正全力
帮助农民抓好田间管理。

“这棵水稻的叶子枯了，是纹枯病的
特征，要登记下来。”在金花岭村水稻侧
深施肥技术试验示范田，王保明下到田
里，对水稻植株开展调查，掌握第一手数
据。

田间，3 名村民正在为水稻施肥。
王保明介绍，当天正是水稻幼穗分化期，

施的是润穗肥，在大水大肥的滋润下水
稻才可以长成大穗，形成更高产量；但是
水稻幼穗分化期只有 4 天左右，必须抢
抓时间节点把肥料播撒下去。为不误农
时、避开高温，王保明和团队工作人员早
上 5:00 就下田了，中午温度最高时休息
一下，再从下午一直忙到天黑之后才回
家。

忙完金花岭村的田间调查后，王保
明又转身来到三岔湖村实验田，这里种
有几百种水稻品种，7 月下旬的重点病
虫害主要是二代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纹
枯病和晚稻稻蓟马等，从田间获取的统

计数据直接关系到下一步田间防治方
案。

为减少农药使用，田间安放了太阳
能灭虫灯。王保明介绍，虫害防治第一
步是通过物理方法直接灭杀成虫，减少
父母代数量，进而减少幼虫数量；第二步
是采用高效低度农药和生物农药灭杀，
保证灭虫效果，可以提高水稻品质和产
量。

王保明介绍，现在防控技术越来越
先进，植保站那边的设备已经可以准确
监测推算害虫迁徙、产卵、化蛹时间，再
加上农技推广人员田间采集的数据，使

防控更加精准。
“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王

保明长期扎根在水稻选种一线，见证了
这些年水稻品种的变化。他说，最开始
选种是追求产量高，让大家能吃饱肚子；
现在选种对水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要口感好、有营养，种植过程还要生态
化。目前，我市重点选育的是香稻品种。

“虽然每天都很忙，但是看到先进的
农业实用技术得到转化运用，心里就有
了一种成就感。”王保明说，“作为农技人
员，我每天都在田间地头，看着禾苗茁壮
成长，心里非常满足。”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张立

田间生产“守护神”
——记曾都区何店镇农技推广员王保明

近 日 ，广 水 市
对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 目 开 展 审 计 调
查。审计人员赴蔡
河镇高楼片区对田
间道路、蓄水池、灌
渠、泵站等项目进
行实地踏勘，重点
关 注 专 项 资 金 流
向、农作物种植情
况、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质量及后续
管护。图为审计人
员勘测灌渠。

（随州日报通
讯员黄萍、吕忠仙
摄）

7 月 14 日，广水市
文化和旅游局、广水市
图书馆将 1000 册图书、
桌椅送到十里街道，支
援图书流通点建设。当
天 赠 送 的 图 书 包 括 政
治、文学、经济、少儿读
物等种类。据了解，广水
市已陆续建立 8 个乡镇

（街道）图书流通点，在
农村持续开展“全民阅
读书香乡村”活动，着力
培养村民“多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良好
习惯。图为孩子们在十
里街道图书流通点内阅
读书籍。

（随州日报特约记
者程淇、通讯员熊熙摄）

(上接第一版)严禁利用职权接受管理服
务对象为子女提供外出旅游等活动安
排；严禁参加亲戚以外人员的“升学宴”

“谢师宴”。
三、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执纪问责。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省纪

委《关于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监
督监察办法》（鄂纪发[2014]5 号） 和市
纪委 《关于禁止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大操
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借机敛财的通知》

（随纪发[2014]1 号） 文件精神，通过专
项监督、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等方式，

加强监督检查。对违规操办“升学宴”
“谢师宴”问题线索，快查快结、严查严
处，并对典型问题进行点名道姓通报曝
光。对因失职失察、监管不力，致使本单
位发生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规操办

“升学宴”“谢师宴”借机敛财等问题，

坚决实行“一案双查”，既严肃追究当事
人责任，又严肃追究当事人所在单位的
领导责任。

举报电话：0722-12388
中共随州市纪委办公室

2021年 7月 19日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通
讯员刘莉莎）将执法相对人请进执
法站所，介绍执法内容、相关法律法
规，观摩执法流程，现场征求对执法
的意见建议……7 月 16 日，一场别
开生面的交通运输基层执法站所

“开放日”活动在淅河超限检测站展
开。

活动现场，淅河超限站负责同
志带领观摩企业代表、车主等实地
参观了值班室、卸货场地，并详细介
绍了治超设备、检测流程、执法程序
及相关治超政策。通过现场观摩，让
执法相对人近距离体验交通运输治
超执法全过程，深入了解执法工作
的严肃性，并聚焦人民群众高度关
注的交通运输重点领域突出问题。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交通运
输局有关负责同志与企业代表、车

主深入交流，征求听取他们对交通
执法的意见建议，借助广大交通参
与者的力量助力交通执法找差距、
补短板。

此次“开放日”活动由市交通运
输局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举行，是交
通执法部门转变角色定位、推动执
法与服务融合发展的创新之举，是
促进执法部门与执法相对人相互理
解的务实之措，旨在扎实推进交通
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切实维护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的合法
权益。

“这次参观执法场所、亲身体验
执法工作，让我们这些交通参与者
亲身感受到了执法人员的辛勤付出
和面临的执法压力，增进了对交通
执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现场参观
观摩的企业代表说。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温文
雅、通讯员陈君怡）“人无信不立，业
无信不兴。今后，我们一定依法诚信
经营，打造良好的信用口碑。”7 月
19 日，广水市伍壹柒商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龚波表示。

2018 年 8 月，伍壹柒商贸因公
司新进人员无健康许可证受到行政
处罚，随后公司行政处罚信息同步
到“信用中国”网站。“在‘信用中
国’上的处罚公示一定会影响我们
的投标资质，得知信用办开展了信
用修复工作后，我们立即申请修
复，去年 8 月收到了撤销公示的短
信。”龚波介绍，信用修复后公司成
功中标部队超市，今年 3 月超市正
式运营。

“信用修复是对失信主体（企

业）惩戒倒逼的一种纠错机制，是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
保障失信主体权益、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手段。”广水市发改局局长、
信用办主任叶善清表示。

诚召天下客，誉从信中来。该市
拓宽信用修复渠道，失信者可通过
向主管部门申请、信用中国网站在
线 修 复 、信 用 中 国 APP 小 程 序 修
复、参加信用修复培训等 10 种方式
修复信用，“信用中国”网站审核通
过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撤销处罚公
示。

据悉，该市企业信用修复工作，
被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纳入全
省优化营商环境先行试点创建工
作。截至目前，该市已督办落实信用
修复 85家企业。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李静怡、
通讯员熊晓枝、吴福威）“预计未来
3 小时，随北小林镇到淮河镇一带
累计降水将达 100 毫米以上，局地
伴有 6 到 8 级阵风，山区山洪、地质
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很高，
请注意防范。”7 月 16 日上午 9 时
许 ，曾 都 区 应 急 管 理 局 通 过 市
12379 气象预警平台、各级工作联
络群，第一时间将全市天气的预警
信息传达到各地、各防指成员单位
防汛责任人。

今年入汛以来，曾都区提前谋
划压实责任，扎实抓好防汛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和湖泊局各
司其职、协调联动、互相补位，确保
全区防汛指挥的有序畅通。明确全
区 3座中型水库、93座小型水库、万
方大堰防汛抗旱责任人，并分级进
行公示。落实万方大堰、城乡低洼
地、漫水桥、福利院等人员集中区域
防汛安全责任人 898 人，确保防汛
责任全覆盖。

区应急管理局强化预测预报预
警，纵向与市防办、市应急管理局
对接，汇总市气象、水利、水文等

部门雨量站、水位站、水库监测站
的数据信息，及时传达预警信息
到各地、各防指成员单位防汛责
任人。横向加强与水利、自然资
源规划、住建等部门会商研判，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时掌握全
区的雨情、水情、工情，密切监测重
点防汛部位。

为了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区应
急管理局建立应急联动处置机制，
成立了以消防救援为骨干的 45 人
的应急抢险专业队伍，人武部 30
人、城管执法局 80人的区级综合补
充抢险队伍。各地应急抢险救援
队伍登记在册人员 1.2 万余人，储
备冲锋舟、橡皮艇、帐篷、救生圈等
39类 5892件应急抢险物资，储备砂
石料 7234 方、编织袋 11.455 万余条
及铁丝、木桩、铁锹、发电机等防汛
抢险物资，基本满足防汛抢险需
要。同时，该局前期开展冲锋舟抢
险集训和冲锋舟抢险救援演练 1
次，联合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
地质灾害应急抢险 1 次，全力做好
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物资、预案等
准备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随州政协文史馆日前建成开馆，现正
式对社会免费开放。政协文史馆是继市博物馆和规划展览馆之后，又一个
展示随州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欢迎社会
各界参观指导。开放时间为每周三上午 8：30 至 11：30（重大活动和特殊情
况除外），文史馆为团体参观者提供免费讲解。

团体参观者请提前一天预约登记，预约电话：0722—3596539，联系人：
刘珊裳。个人凭身份证登记入内参观。

政协随州市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7月 20日

我市开展“交通执法开放日”活动

让执法为民“零距离”

信用修复帮助
广水85家失信企业“重生”

曾都区应急管理局
全力确保平安度汛

随州政协文史馆
免费开放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