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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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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随州市润宝石化贸易有

限公司决定申请注销，注册
号：4213015001338，请债权债
务人 45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

特此公告。
随州市润宝石化贸易有

限公司

2021年 7月 26日

随州市润宝石化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213015001338，法定代表：刘涛，特声明作废。

杨舒淇遗失位于随县均川镇幸福居委会（古均街四组）2 幢 2 单元
302 号不动产产权证，证号：鄂（2016）随县不动产权第 0000125 号，分摊
面积：21.39平方米，建筑面积：121.22平方米，声明作废。

王加香遗失曾都区农家饭庄家常菜馆（南郊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1303MA49W18B0N，声明作废。

戢娇妍不慎遗失随州市闽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湖北增值
税 普 通 发 票》2 张 ，发 票 代 码 ：4200164350，发 票 号 码 分 别 为 ：NO
01778452（金 额 ：300672.00 元 ，开 票 日 期 ：2018 年 1 月 17 日）；NO
01778693（金额：670000.00元，开票日期：2018年 3月 2日），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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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市市本级“店小二”专线电话汇总表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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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序号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单 位
市级“店小二”专线
随州市信访局
随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随州市教育局
随州市科技局
随州市经信局
随州市公安局
随州市审计局
随州市司法局
随州市财政局
随州市人社局
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随州市生态环境局
随州市住建局
随州市交通运输局
随州市水利和湖泊局

电话
12345
3596839
3596333
3590885
3596299
3596351
110
3596555
3596806
3596971
12333
3596797
12369
3318120
12328
3328670

单 位
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随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随州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随州市民防办
随州市税务局
随州海关
随州市气象局
随州市烟草专卖局
随州市邮政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随州市支行
随州市银监局
随州市玉龙供水有限公司
随州市中燃有限公司
随州市供电公司
随州市金控集团

电话
3223796
12329
3315486
7052022
12366
7077030
3226839
12313
3588396
3303315
3250577
3318118
95007
3067365
3598388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单 位
随州市农业农村局
随州市商务局
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随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随州市应急管理局
随州市国资委
随州市市场监管局
随州市统计局
随州市医保局
随州市民政局
随州市乡村振兴办公室
随州市招商局
随州市城管执法委
随州市地方金融局
随州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电话
12316
3596391
3257529
3596638
3590036
12350
3596686
12315
3596289
12333转 2
3590123
3596832
3287509
3257506
3596676
3257555

为解决企业和群众咨询及投诉问题多头找、联系
电话不统一、处理问题不及时等问题，进一步畅通企业
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提升企业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根
据《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关于建立“店小二”专线

服务工作机制的通知》（鄂营商发[2021]5号），现将我市
“店小二”专线电话公布如下。

各市场主体、人民群众对服务质量差、推诿扯皮、
办理效率低的单位，可在工作日上班时间内，拨打部门

专线电话进行政策咨询和提出意见建议。

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7月 26日

关于公布随州市“店小二”专线电话的通告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
讯员严仕强、桂花杏子）“谢师在

‘心’不在‘宴’，纪律规矩记心间。区
纪委监委提醒您廉洁齐家守底线，
向上向善树新风，严禁违规操办和
参 加 各 种 名 目‘ 升 学 宴 ’‘ 谢 师
宴’……”近日，曾都区纪委监委向
全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发出廉洁
提醒。

为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廉洁自律意识，持续巩固深化
拓展“纠四风”树新风成果，该区纪
委监委紧盯中高考录取升学的关键
时间节点，坚持早提醒、早防范、早
监督，及时下发《关于严禁党员干部
和公职人员违规操办的通知》，重申

“七个严禁”纪律，督促各级党委（党
组）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切实

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切实加强
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教育管
理，主动摸清管辖范围内干部子女
升学底数，建立跟踪监督台账，扎实
开展面对面谈话提醒，做到宣传在
先、教育在先、警醒在先。

该区纪委监委还公布举报电
话，畅通举报渠道，通过专项监督、
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等方式加强监
督检查力度，织密“监督网”。对发现
或受理的违规操办宴请等违规违纪
问题线索，将严查快处，并及时公开
通报曝光典型问题。

该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顶风违纪操办“升学宴”“谢
师宴”问题，将以“零容忍”态度
从严处理，持续释放执纪必严的强
烈信号，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
风气。

曾都区严防
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

(上接第一版)
在曾都经济开发区圆通汽车科技随州有限公司，

厂房里的一套机器人自动焊接油罐设备，格外引人注
目。该公司总经理付永阶介绍，近年来，公司迎来高速
发展期，经常接到大批量订单，本来是好事，但随之而
来的原材料采购金额也大幅增加，流动资金紧缺，多亏
了专汽产业基金的扶持，使公司有了资金对生产设备
实行智能化改造。“这个基金对我们企业有非常大的扶
持。一是周期比较长，有 5 至 7 年的时间；二是只在退
出的时候有一些手续费；三是在我们引进其他投资者
的时候，这个基金可以随时灵活退出。”

对于市金控集团的融资担保服务，湖北利康医用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中兴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负
责人也深有感触。

“金控集团给我们公司提供了3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为公司在农行以及湖北银行贷款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
在贷款担保费上实行了减免，给予了最大的优惠，另外在
公司资金遇到困难时，为我们提供了 4000万元的续贷过
桥资金。”利康医用材料公司财务总监刘德会高兴地说。

中兴食品公司董事长舒大忠也表示，我市营商环
境在进一步优化，让企业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金融方

面，得到了更好的服务，也让企业更放心大胆地去经营。
据悉，市金控集团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在公司网站、公众

号上发布了担保业务服务指南，提高业务办理效率，担保业务
新客户从受理到放款最多不超过 5天，老客户不超过 3天；市
金控集团创新服务范围，全面推广新型“政银担”风险分担机
制，在积极拓展“兴农贷”“文旅贷”“国担快贷”“再担园区贷”

“科创贷”等担保新产品的同时，创新反担保措施，支持中小企
业、轻资产企业以应收账款、生产设备、知识产权等动产和权
利进行担保融资，还发挥政府产业基金引导撬动作用，加快推
进随州汽车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落地，目前已完成投资项目 3
个，投资金额达 1.01亿元；市金控集团还大力降低融资成本，
将担保费率从原来的2.5%下调至现行的1%，续贷周转金费率
由每日万分之 4.5降调为每日万分之 3.75。

截至 6月底，市金控集团产业基金、担保贷款、续贷周转
金、政府融资增信等业务服务企业 200余家，支持实体经济的
资金量达 16亿元，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2000余万元。

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永无止境。“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
化、深化、细化金融服务举措，提升服务质效，努力破解融资
难点、痛点、堵点问题，为我市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金
融活水，为建设‘汉襄巩固、神韵随州’贡献金控力量。”市金
控集团总经理孙家杰表示。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小军、
朱青、王楠沁）办理监外执行违法
违规案件 7 件、刑事执行违法违
规案件 3件、羁押期限审理案件 1
件……今年上半年，广水市检察
院切实履行职责，强化法律监督，
办理了一批刑事执行检察案件。

该院注重维护监管场所安全
稳定，全力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
益，依法规范侦查机关办案人员
执法行为，开展重大案件讯问合
法性核查 3次 8人。发出检察建议
4 份，跨区域公开送达检察建议 2
份，有关单位均按期整改并书面
回复。积极开展社区矫正交叉巡
回检察、“纸面服刑”专项检察以
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背景下的

“开展违法违规办理减假暂执行
案件全面排查整治”和“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助力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专项检察活动。4 月 15 日，该
院办理并撰写的典型案例被评选
为湖北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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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金控集团打出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组合拳”

免去：
路世建同志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刘静同志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一）

免去：
温沪同志的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2021 年 7 月 26 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21 年 7 月 26 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二）

决定任命：
甘国栋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徐光喜同志为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刘涛同志为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
黄荆同志为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局长。
决定免去：
林常伦同志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
徐光喜同志的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
唐红宇同志的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主任职务；
朱睿同志的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局长职务；
刘光海的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

任命：
汪涛同志为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杨光胜同志的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刘国顺同志的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张晓鸿同志的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2021 年 7 月 26 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三）

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四）

任命：
汪莉同志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孙峻同志为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
刘敏同志为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决庭庭长。
免去：
汪莉同志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职务；
孙峻同志的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刘敏同志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2021 年 7 月 26 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五）
（2021 年 7 月 26 日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远江）广水市城郊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以党史学习教育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以学促干，引导和动员全体党员干部从党史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在解决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下
功夫，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上展作为，在加快工
业发展壮大上用力气，在做好疫情防控及民生保障中
显担当，切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见成效。

该办在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常规动作的基础上，创
新方式方法，注重学习效果，激发全办党员干部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举办以“传承红色基因，推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
荷花节，在油榨桥村景观带设置党史长廊，演唱红色
歌曲，为市民们送上一道丰盛的党史知识大餐。开展
党史知识竞赛、党史名篇接力诵读等特色活动。青年
干部陈子奇在广水市举办的“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
程”演讲比赛中荣获第二名。开展党史学习“五进”（进
机关、企业、社区、网络、校园）活动，街道党工委班子

成员和驻村工作组长担任宣讲成员。编印党史精编知
识“口袋书”，组建党史宣讲小分队，深入村组、社区，
以“家常话”诠释“大道理”，将党史知识送到百姓身
边。拍摄“祖国不会忘记”专题片，聚焦“融城、强工、壮
农、共治”四大战略，让各方代表人士参与进来，感受
祖国巨变，激发爱国情怀。

聚焦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该办全体党
员干部俯下身、沉下心，遍访 18 个村、社区，找准办实
事的结合点，急民“需”，解民“难”，纾民“忧”。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筹资 1100 万元，在十长
线和应余线的 8 个村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发展富硒
果、菜 200 余亩，采购红叶石楠 5000 株、楸树 6000 株，
对沿途村的 18 公里道路两侧行道树进行补植，完成
户厕改建 115个、公厕改建 7座；在汤家岭示范湾刷黑
道路 2 公里、新建文化广场 1 处、整修塘堰 6 口；在胡
家桥村碾子湾新修游乐园 1 处，在油榨桥村整体同标
推进 12个湾组村庄环境改造。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全力打造高效便捷
的营商环境。在工业园区收储土地 500 余亩，解决广
水皓林电力、湖北瞬腾科技等 6 家企业用地难题，协
助泰信沥青商砼有限公司办理环评及投资备案手续，
协助鹤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压专线及变压器等基
础设施建设，协调金融部门为企业贷款 6000 万元，较
好地化解了企业融资难问题。

大邦至北斗的公路因年久失修，破损严重，路面
坑坑凹凹，车难走、人难行。为解决群众行路难，该办
千方百计筹集资金 242 万元，扩宽硬化路面 3.1 公里，
惠及百姓 2万多人。

疫情防控不松懈，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抓得紧。截
至 7 月 20 日，全办第一剂接种 27315 人，第二剂接种
22756 人，位居广水市镇街前列。防电诈、防溺水工作
卓有成效，共印发“两防”宣传资料 1.2万份，在各类危
险水域设置防溺水安全警示牌 1260 个，破获电信诈
骗案件 4起。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尹维维、张玉）“我
们楼的住户大部分都是高龄，上下楼不方
便，我们盼安装电梯已经盼了好久了。”前段
时间，曾都区西城街道乌龙巷社区某高层住
户董某向社区诉说加装电梯的迫切愿望。

为解决该小区加装电梯过程中选址、低
层住户反对、费用分摊等问题，自 6 月份以
来，西城街道、乌龙巷社区工作人员积极走
访调查，制定协商方案，并召开了专题协商
会。协商会上，针对该小区高层住户反映的
加装电梯的强烈意愿和低层住户代表提出
电梯选址、采光、噪音、安全等问题，有关人
员作了政策宣讲和解读，化解了邻里矛盾，

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肯定，最终达成一致意
见。7月 9日，该小区电梯加装工程已正式开
工。

“加装电梯是一项居民急难愁盼的民生
难题，我们社区要解决这些难题，就是要多
开展协商议事活动，集思广益，集众人之力
解决问题。”乌龙巷社区党委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西城街道积极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持续开展

“协商在一线 说事面对面”解民忧。截至目
前，已开展协商议事活动 67次，社区开展协
商议事活动 205 次，小区开展协商议事活动
64次。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亮、佘加）近日，在曾都区府河镇枣树坳村
与洛阳镇黄金堂村看到，山坡上、河畔边、农田间，到处充满着鸟语花
香，两村交汇处“提升乡村环境品质、建设移民美丽家园”“移民美丽
家园共建共治共享”等标语镶嵌在青瓦石台中，一条又一条的道路向
前伸展，路灯亮起了，自来水接通了，房前屋后绿树成荫，村前村后干
净整洁，一个又一个美丽乡村在建设者的汗水中成为现实。

曾都区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大力开展移民美丽家园建设工作，先后投入移民后扶项目
资金 300 余万元，围绕绿化、净化、硬化、美化、亮化和产业“五化一
有”的总体目标，以村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村庄亮化为重点，
依据自然资源，就地取材，打造了具有乡村气息的特色景观及村标，
移民村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居环境得到改善，居民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得到了有效提升，移民乡村展露新颜。

我为群众办实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党史学习实打实 为民办事心连心

城郊街道办事处架起党群“连心桥”

西城街道“协商在一线 说事面对面”解民忧 曾都助移民建设美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