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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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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次共抽查市玉龙供水公司水样 18份，检测结果全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2006的要求。

随州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湖北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随州监测站

2021年 7月 20日

随州市城市供水水质公报

城东区管网末稍水
城西区管网末稍水
城南区管网末稍水
城北区管网末稍水
先觉庙水厂出厂水
封江水厂出厂水

国 家 标 准

澄清、无异臭、异味
澄清、无异臭、异味
澄清、无异臭、异味
澄清、无异臭、异味
澄清、无异臭、异味
澄清、无异臭、异味
不得有异臭、异味

89
88
89
88
87
88

≤45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不得检出

P H值
检测指标

采样地点 感官
总硬度
mg/L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浑 浊 度
NTU

7.55
7.63
7.47
7.62
7.12
7.40

6.5∽8.5

2
2
3
2
1
1

≤100

细菌总数
Cfu/ml

0.66
0.60
0.81
0.77
0.31
0.20
≤1

湖北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随州监测站、随州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根据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联合于 2021 年 7月 12日对市玉龙供水有限公司先觉庙水
厂和封江水厂出厂水和 16 个管网末稍水水质进行了抽样监测，现将抽查检测结果
公告如下：祝广云、聂金华遗失石狮市

医院开具的小孩祝泽楷（男）于
2009 年 11 月 14 日出生的医学证
明，编号：J350270679，声明作废。

黄万强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
422901306894，声明作废。

随州市曾都区新欣畜牧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21303MA4CYE7T0J，声 明 作
废。

随州市胤桥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286001385001，基本存款账户，
开户行：工行随州东城支行，账
号 ：1805022209250038021，声 明
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由本单位承担。

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随州分公司遗失原财务章
和原负责人私章各一枚，原章名
称：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随州分公司财务专用章、
陈虎印，因负责人变更特声明原
章作废。

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随州分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286002151001，基本
存 款 账 户 ， 账 号 ：
82010000002995397，开 户 行 ：湖
北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滨湖路支行，声明作废。由此产
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
担。

随州市曾都区新欣畜牧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申请注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3421303MA4CYE7T0J，请各债
权债务人 45 日内与本合作社联系，办
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随州市曾都区新欣畜牧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

2021年 7月 21日

注销公告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黄芳芳

让社区群众感受基层党组织的温暖
——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曾都区西城白云湖社区党委书记裴海娥

一句托付，是战友生死情的见证；一
趟 41 年的苦寻，对他来说更是一份生死
承诺……

近日，记者分赴广水、随县两地，还
原一段长达四十多年的坚持与守护。

遗愿：枪林弹雨里的托付

刘 继 承 是 广 水 市 余 店 镇 人 ，1978
年，21 岁的他在武汉警备区服役。一个
偶然的机会，刘继承看到了报纸上中央
军委下达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
命令，便毅然提出申请，请求奔赴前线保
家卫国。

“申请通过后，我被编排进了 54 军，
到河南新乡训练。”刘继承回忆，在那里
他认识了老乡刘贵华，他们一起熬过了
3 个月的艰苦训练，前往对越自卫反击
战最前线。

“到了越南，我们一刻也没有休息，
直接上了战场。”刘继承说，“战场上的枪
声就像过年时的鞭炮声一样密集，刚开

始还有点怕，后来习惯了也就不怕了，生
死看淡，反正也没有退路。”

1979 年 3 月 12 日，刘继承所在的三
营九连作为主攻部队，对敌人发起了攻
击。“敌人在山上，我们在山下，易守难
攻。我打头阵，连长许永池押后。”刘继
承说，他把钢盔顶在刺刀上吸引火力，猫
着腰，从前一天阵亡战友的尸体旁快速
前进。

“连长一直在后面说，‘小刘快跑，子
弹射过来了’。我像疯了一样往前冲，除
了我和连长，大家都受伤了，我和连长把
受伤的战友拖到安全区。”刘继承哽咽着
说，“刘贵华髋骨部位被打了个大窟窿，
那血呀，像水一样流，我把他拖到安全
区，用了 3个三角巾包扎都没止住……”

血流不止的刘贵华拉着刘继承的
手，艰难嘱托：“我应该是回不去了，请你
替我去看看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的事
情……”刘继承含泪答应。

刘贵华被紧急送往战地医院抢救，
1979年 3月 18日医治无效牺牲。

诺言：跨越41年的寻亲路

1981 年 1 月，刘继承退伍。一回广
水，他就开始寻找刘贵华的父母，多方打
听却一直杳无音信。

40 年前，交通不畅，信息不通，相关
档案也不健全，寻人有如大海捞针。刘
继承没有找到刘贵华的父母，但战友托
付一直铮铮在心，沉甸甸的。

刘继承没有放弃，安顿好工作和家
庭后，继续寻找线索，每年战友聚会，他
都按时参加，向每个战友打听刘贵华的
家庭情况。一次聚会中，他偶然听见战
友谈论刘贵华的父母，详细询问一番，却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住址。

刘继承更着急了，继续多方打听，寻
找战友父母成了他最大的心愿。余店镇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张红玲热心快肠，
她在入户走访老军人时得知了刘继承的
心愿，对他说：“这事我来办。”

张红玲等随即与随县军转部门联

系，辗转找到了刘贵华的家人信息。去
年 8 月 27 日，随县工作人员和张红玲一
起，陪着刘继承来到了洪山镇温泉村。
一见“父亲”刘付章、“母亲”李官青，刘继
承 就 哭 了 ，他 说 ：“ 老 人 家 ，我 来 晚 了
……”

刘爹爹当时 86 岁，李婆婆 85 岁，
二老年事已高，但神志清醒。忆及往事
峥嵘，刘继承泪雨滂沱，李婆婆反倒安
慰他：“你们都勇敢，你们都是好儿子
……”

日前，记者来到温泉村，刘爹爹对记
者说：“继承经常来看我们。新年时，他
一家老小都来了，给我们拜年，我的小重
孙儿也来了，长得可帅！”

“社会进步真是快，生活越来越方
便，过去 40 多年找不到，现在见面只要
一小时。”刘继承说，“我会经常来，多陪
陪老人家。”

离开温泉村，刘爹爹李婆婆站在门
口一直挥手……一句话，一辈子，刘继承
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温文雅

“战友牺牲了，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爹娘”
——广水退役军人刘继承寻找战友父母的故事

随州市隆兴
食用菌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在市食
用 菌 协 会 指 导
下 ，严 把 质 量
关，坚持不放过
一个螺丝钉。图
为 7 月 14 日，公
司董事长王三龙
(右一)向客户介
绍数字化在食用
菌机械设备生产
中的运用。

（随州日报
通讯员许景闻、
石守京摄）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7
月 21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诗
兵带队，对随州高新区管委会主办、
会办的部分代表建议进行现场督
办。

肖诗兵一行首先沿随州高新区
淅魏公路行至淅河镇费屯村，实地
查看道路通行现状、沿线周边农田
房屋分布等情况，听取《关于解决淅
河镇域内交通短板》的建议办理进
展汇报。随后，肖诗兵一行先后来
到高新区鹿鹤大道、裕民大道、文帝
大道等道路“断头处”，以及迎宾大
道与胜利大道交界口，现场调研、督
办将鹿鹤大道和裕民大道向西延伸
连接明珠路、打通市中心医院文帝
院区周边“断头路”并完善周边市政
路灯照明系统、在高新区城东新区

新建学校等代表建议的办理进展。
在座谈会上，肖诗兵在听取相

关工作汇报后提出，办理好代表建
议是政府按照全面依法治国要求依
法履职、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
体现，也是汇聚众智众力科学民主
施政、推动工作的重要途径。要进
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增强办理好代
表建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当前，
淅河镇交通改善总体谋划、市中心
医院文帝院区周边配套升级、高新
区北片区与曾都区融合一体化发
展、重大民生补短板项目等都迫在
眉睫，要高位谋划，找准梗阻所
在、找准破解之法，狠抓落实，聚
力“高效办成一件事”，全力推进代
表建议办理，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添动力。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聪莹）
7 月 21 日，随州香菇学院揭牌仪式
在随州职业技术学院隆重举行，标
志着随州香菇学院正式成立。

华中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王建鸿，党委常委张金洲，随州职
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德荣、院长
马大奎出席揭牌仪式。

随州是“中国香菇之乡”，香菇
产业年综合产值近 200 亿元，年出
口创汇 6 亿多美元，是随州特色农
业支柱产业，创办香菇学院是为市
委市政府加快建设“现代农港”战略
决策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举措，对
做大做强我市香菇产业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据悉，随州香菇学院为随州职
业技术学院二级学院，华中农业大
学主要给予管理及师资支持。华中
农业大学选派植物科学教授边银丙

兼任香菇学院院长、食品科学教
授黄文兼任香菇学院副院长，并
协调植物科学相关专家 6-7人、食
品科学相关专家 2-3人、机械设备
工程专家 2-3 人，共同组建一个
13-15 人的集香菇种植及加工指
导、授课及研发的高水平支援团
队。香菇学院下设办公室、教务
科、学生科及相关专兼结合教师团
队。

香菇学院在全日制培养香菇
技能专业人才的同时，重点在技能
培训、技术推广、成果转化方面开
展教育教学工作，为随州香菇全产
业链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
智力支撑。随州香菇学院人才培
养采用学历教育与短期培训相结
合、全日制招生与定向招生委培相
结合的模式，为随州地区培养香菇
产业技能人才。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梅希）近
日，广水市应山街道胜利街社区党
委充分挖掘本地红色资源，拓宽党
史教育的广度深度，运用党史的“营
养剂”耕耘党员心田，激发党员汲取
奋进力量，把学习党史同社区工作
紧密结合起来，扛起责任担当，构建
党建领引社区治理格局。

多元治理激发新活力。胜利街
社区积极探索、构建以网格管理为
基础的区块党支部+网格员+居民
小组+志愿服务+驻网格警务+组
织派遣、居住地双报到党员的“六岗
一体”社区治理新模式，实现了以

“党建引领、服务共为、难题共解、文
明共创”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多
元发力、提质增效的新活力。

学习党史焕发新生机。该社区
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员践行
初心使命的着力点，引导区块党支
部开展联学联动、党员互学互动活
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以《百年党史 广水记忆》为史料，充
分开发利用本地红色资源，通过实
地参观学习，下沉党员讲党课，联
合开展主题党日等形式引导党员汲
取党史力量，涵养为民情怀，激发
了党员“我为群众办实事”新动力。
广大党员主动作为、奋发有为，自
觉加入为民服务志愿活动，打通联
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
福感。

多方联动提升亲和力。实行下
沉社区的党员、社区居地党员、社区
党委成员包户责任制。党员干部深
入居民家中访民情、聚民意，宣传防
诈知识，讲解防疫、防火，防盗、防煤
气泄漏小科普技术。与居民打成一
片。运用红色资源，教育党员干部
扛起责任担当，全力解决居民“急难
愁盼”的闹心事。化解矛盾、消除隐
患，确保社区稳定，居民安居乐业，
共创造美好幸福生活。

肖诗兵到随州高新区
督办代表建议办理

随州香菇学院
揭牌成立

应山胜利街社区
汲取党史力量扛起责任担当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
我们曾都区全体党务工作者。我会倍加
珍惜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决不辜负党
组织对我的期望。”7月 17日，荣膺“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裴海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裴海娥，女，1978 年出生，2000 年 7
月入党，1999年 9月进入社区工作，2012
年 3月起任曾都区西城街道白云湖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20 多年来，她
坚守社区岗位、服务党员群众、引领社区
发展，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
心使命。2020年 9月，裴海娥荣获“全省
疫情防控先进个人”“全省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今年“七一”，她荣获“全国优
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并进京参加了“两
优一先”表彰大会。

现场观礼 永生难忘

“万分激动，无上光荣！我为祖国的
强大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7月 1日，记
者电话连线身在北京的裴海娥，刚刚参
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的她难掩兴奋。

“能够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大会，现
场感受大会盛况，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莫
大荣耀，是祖国给予我的鼓励和鞭策。”
裴海娥告诉记者，7 月 1 日，她亲耳聆听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这一天必
将成为她永生难忘的日子。

“大会上，习总书记讲的‘中国共产
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讲到了我们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心坎
上。”谈到现场观礼时最让她难忘的环
节，裴海娥说，作为一名社区基层党员，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群众打交道，必须
要跟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让群众感
受到基层党组织的温暖。

抓实党建 为民服务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
部就是穿针引线的人。”面对纷繁琐碎的
基层工作，身为社区“领头雁”的裴海娥
牢记初心使命，扛起责任担当，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裴海娥始终把抓党建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推行社区“两委”干部包片联户制
度，开展党员积分制管理，充分发挥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聚党员促引领，聚居民促和谐，聚

能人促‘两创’，聚商贾促发展，聚同胞促
回流，聚贤达促服务……”裴海娥不断探
索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新举措，创造性
开展了“六聚六促”活动，“微笑白云湖”
社区服务品牌得到了群众认可。2019
年 4月 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统战部部长尤权视察白云湖社区，对社
区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在 2020 年疫情防控大考中，裴海娥
不惧危险、冲锋在前，带领社区“两委”班
子和党员、居民，迅速筑起抗击疫情的

“铜墙铁壁”。
“小纪委也能发挥大作用。”裴海娥

把社区 116 名监督对象、15 名监察对象
全部纳入社区纪委监督范围内，督促社
区纪委依规履职，做到对监督对象、监察
对象“零距离”监督。

近年来，白云湖社区先后荣获随州
市“先进党组织”“文明社区”“平安社区”

“洁美随州先进社区”“生态文明社区”以
及“曾都区经济社会发展突出单位”等称
号。

不忘初心 踏歌前行

“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裴海娥说，
“我将会把党组织赋予的荣誉，转化为前行
的动力，开启社区工作新征程，为曾都‘四
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从北京参会回来后，裴海娥第一时
间向社区全体党员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讲话精神，进一步凝聚党员群众
的思想共识。

“我将按照‘13366’的思路，坚持党
建引领社区治理，让社区群众感受到基
层党组织的温暖。”裴海娥告诉记者，所
谓“1”，就是突出社区党委这个龙头、核
心；第一个“3”，是建强社区党委下设的
3 个党支部，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第
二个“3”，是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
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公司三方联动议
事协调机制，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
出社区；第一个“6”，是坚持社区“六聚六
促”工作法，全力打造“吹响红色集结号、
共建微笑白云湖”社区工作品牌；第二个

“6”，是深入开展“六大治理”，促进社区
治理提档升级。

(上接第一版)要抓住建党一百年这
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
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
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
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
备，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
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坚定斗争意
志，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
出发。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
响。以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坚如
磐石的战略定力、勇于斗争的奋进
姿态，奋勇搏击、迎难而上，闯关夺
隘、攻城拔寨，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前
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中国
号”巨轮就一定能继续破浪前进、扬
帆远航！

（转自 2021 年 7 月 11 日《人民
日报》）

新征程上，必须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