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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人文静（身份证号：410323198808241100）于 2019年 7月 31

日在随州市闽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随州恒大御府楼盘认购房
产（房号 10－2－2002），交款￥174019 元，大写（壹拾柒万肆仟零
壹 拾 玖 元 整）。票 据 类 型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4200171350，发票号码：04512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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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本人承
担，与贵司无关。

随州市曾都区鑫鸿润劳务服务部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1303MA4ENMPW3M，声明
作废。

随州市曾都区庆彦货运部遗失鄂 S383A8道路运输证，证号：
421302202118，声明作废。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暑假，开学季
来了。学校是师生集体生活的重要场
所，除了调整作息、戒掉手机之外，做
好开学防护也尤为重要。

一、调整作息
开学前家长要有意识地让孩子调

整作息习惯，生物钟尽量要做到与学
校一致，早睡早起，午间要午睡 0.5-1
小时，有利于更快地适应返校返园的

生活。
二、控制饮食
暑假期间，饮食与作息都不规律，

容易贪吃零食、煎炸、油腻、水果、冰激
凌等食物，让脾胃运化功能变弱，容易
产生积食。

舌苔厚、口气、大便酸臭、便秘、睡
不安稳等症状，这些都是明显的积食
表现。开学前尽量清淡饮食，少吃煎
炸、油腻和生冷的食物，不要增加脾胃
的负担，为开学打好基础。

三、固护肺卫
夏季炎热，暑假在家长期吹空调、

吃冷饮冷食，就会把寒邪一直困在体
内，开学前，每天早上 8点-9点的时候
可以到户外晒晒太阳、晒晒背，把困在

体内的寒气驱散。而秋天干燥可以在
饮食上加入滋阴生津的食物，如莲藕、
百合、麦冬、枸杞子、银耳等。

四、顾护情志
“情志”往往是容易忽略的一方

面。每年暑假结束返校，面对分离和
学校生活，孩子可能会产生焦虑等不
良情绪。人体的喜、怒、忧、思、悲、恐、
惊七种情志变化均可导致疾病的发
生，也就是中医说的“七情致病”。忧
思伤脾，情绪低落，会导致肝气不畅，
克郁脾土，使脾胃更加虚弱。

家长要注意孩子的情绪，正确处
理焦虑，孩子也应当主动和身边的人
沟通，或者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排遣负
面情绪。

五、疫苗接种
按照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省疫情

防控指挥部新冠疫苗接种总体部署，
随州市 7 月份已开展 15-17 岁人群的
疫苗接种，8 月份已启动 12-14 岁人群
的疫苗接种。目前，各疫苗接种点正
有序推进青少年疫苗接种工作，18 岁
以上人群照常接种。

六、防疫不松懈
上学、放学途中、在校期间全程需

要佩戴口罩，佩戴时注意分清正反、上
下，摘脱口罩时手不要接触口罩的外
侧面，及时更换口罩；勤洗手不可少，
在饭前便后、摘戴口罩、接触公共设
施、回家后都应当洗手，注意，戴手套
并不能替代手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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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如何调整作息，做好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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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随州分行 2022 年新员工招聘报名工作已

正式开始，招聘对象为 2021 年、2022 年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毕业生。具体招聘条件、报名流程及注意事项详见中

国农业银行招聘网站（https://career.abchina.com）或随州日

报 2021年 8月 31日 4版。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 9月 27日。

热烈欢迎积极应聘，我们期待与您携手同行，共创辉煌。

咨询方式：abc_hub@163.com 或 3063688（农行随州分

行）。

农行随州分行招聘公告

菇木切碎机源源不断地喷出木
屑，不一会就形成了一堆堆小山，来
回穿梭的铲车发出轰鸣声，制袋机上
香菇菌袋鱼贯而出……8 月 31 日，曾
都区洛阳镇王家桥村香菇农民专业
合作社散发出阵阵木屑清香味，呈现
出一派繁忙景象。

王家桥村位于洛阳镇东北角，距
洛阳镇区 4 公里，总人口 326 户 1165
人。2000 年以来，几乎家家户户种植
香菇，年种植量 60 万袋以上，但近年
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香
菇产业面临着从业人员少、产量低、

成本高、效益差等问题。
为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

产业兴村目标，王家桥村委会积极探
索，主动作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及
技术优势，于 2018 年成立合作社，统
筹资金 100 万元，购置标准化杀菌锅
炉、全智能搅拌机、装袋机等生产设
备，配套建设养菌棚、生产大棚、冻
库，吸收广大农户加入合作社，运用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
路径，成为一家集“粉料、制袋、灭菌、
点种、养菌、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香
菇生产新型经营主体。

“加入合作社后，既降低了成本，
又提升了品质和效益，日子越来越
有奔头了。”王家桥村香菇种植大户
张从高推着装满香菇袋的小推车，
露出喜悦笑容。眼下，正是秋栽香
菇的生产时节，张从高计划今年再
种植秋栽香菇 4 万袋，预估收益 20
万元。

“以前夫妻俩最多种 4000 袋香
菇，现在种几万袋也不在话下，闲余
时间还可以打打零工；以前木屑、无
烟煤、菌袋、麸皮等原材料农户零散
购买价格贵，现在合作社统一采购可

降低成本；以前灭菌需要三到四天，
温度难以掌控，容易感染杂菌，现在
恒温蒸柜只需要一天就能完成杀菌，
而且质量有保障……”王家桥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公付介绍成立
合作社后的诸多变化。

“成立合作社既方便菇农，也能
壮大集体经济，带动产业发展。”刘
公付表示，“随着村里的道路等基础
设施进一步改善，下一步将以香菇
产业为主，同时发展林果、油茶等产
业，进一步增强产业兴村的韧劲和后
劲。”

走进乡村看小康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王乐入股分红 6.6 万元，张光成
入股分红 1.47 万元，刘刚入股分红
0.73 万 元 …… 来 签 字 、按 手 印 、领
钱。”9 月 2 日，在随县草店镇金锣山
村香菇制棒合作社办公室里，该村党
支部书记刘志兰亮着大嗓门喊着分
红人员名单。这一天，产业扶贫结出
了硕果，全村 30 多户村民（包含21户

脱贫户）领到 37.7 万元产业资金入股
分红款，办公室里喜气洋洋。

金锣山村过去是贫困村，2018年
整村脱贫。该村围绕“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总要求，积极统筹整合产业扶贫

资金，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出以袋料香菇
为主要品种的“一基地带一方”产业
发展格局，推行村干部与能人带头领
办、村党员主动参与、村民自愿参与、
脱贫群众积极参与的“一领办三参
与”产业扶贫模式，着力培育金锣山
食用菌专业合社这一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助推“村集体+村干部+合作社
(基地)+脱贫户”模式的发展，推动食
用菌产业向品牌化、规模化、基地化
发展。

该镇财政所帮村里先后整合村
级扶贫专项资金 102.5 万元，投入到

食用菌制棒合作社，让有产业发展能
力和有意愿的脱贫户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建立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
份合作、资产收益、务工等利益联结
关系。21 户脱贫户、5 名村干部、2 名
党员、1 名经济能人共投资 100 多万
元，形成了“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
着能人走，能人跟着项目走，项目跟
着市场走”的产业覆盖带动新格局，
让资金变股金，让村民变股民，确保
村集体、脱贫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增强“造血”功能。脱贫户有就业岗
位，也能实现生产“得现金“、务工“挣
薪金”、入股“领分红”。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合作社
的带动引导，使我既有了就业门路挣
工资，还能领到 1 万多元红利。”拿到
今年第一笔扶贫产业分红资金的脱
贫户刘贤道激动地说。产业扶贫项目
能够及时实现分红目标，让脱贫户们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对于未来，村干部、合作社股东
和社员们信心满满：“香菇制棒合作
社成立至今，有固定资产，又有成熟
的管理经验。下一步将扩大生产，完
善管理制度和措施，继续带动更多村
民实现就业，实现共同致富，助力乡
村振兴。”

金锣山村：脱贫户喜领分红
随州日报通讯员 涂庭民

王家桥村：香菇种出致富路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浩 胡晓奎

9月 3日，广水市开

展森林火灾风险普查

（试点）外业培训，对普

查样地布设、数据因子

采集、标本收集处理、操

作流程规范等森林火灾

风险普查工作进行了实

操演练。图为外业培训

活动现场。

（随州日报通讯员

黄萍、冯青摄）

我叫喻红军，居住在曾都区东
城街道小东关社区。我的邻居刘咸
光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从事物业工
作，担任常兴花园小区物业经理。在
工作中，他总是身先士卒，认真负
责，深入一线，努力把“全心全意为
居民服务”的理念体现到每个细节
中，受到小区业主的认可和肯定，被
大家亲切地称为“贴心管家”。

去年，突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让各行各业按下“暂停键”，小
区封闭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面对这种情况，刘咸光主动站出
来，履行党员职责，参与社区疫情
防控。为了值守方便，他干脆吃住
在卡点，疫情防控形势紧张的日子
里，他几乎顿顿吃泡面。环境消
杀、代购物品、进出人员登记、日
常巡逻……事无巨细，只要与疫情
防控有关，他都认真细致地去做，当
好小区安全的守护人。长时间的封
闭导致一些人情绪焦虑，对防控工
作不理解不支持，每当这个时候刘

咸光总是耐心劝导安抚，用贴心服
务争取业主的配合。一次，一位居民
要买一斤白菜和半斤芹菜，并提出

“要做到斤两正好，少一毫不行，多
一厘不要”的苛刻要求。由于代购品
种多、数量大、时间紧，蔬菜在重量
上多了一点点。结果那位居民大发
脾气，说要自己出去买。刘咸光顾不
上辛苦劳累，把委屈埋在心里，笑着
赔不是做解释，表示愿意为那位居
民承担买菜的费用。在道理和人情
的感化下，业主的气消了，事情得到
圆满解决。

物业服务涉及范围广，头绪多，
事务杂，刘咸光始终秉持“用心用情
为业主服务”的宗旨，把自身职责尽
到位，让业主住得舒心。常年的接
触，他对小区住户的情况了然于心，
和他们打成一片，相处得很融洽。除
了搞好日常的卫生、安全等事务，对
于小区公共利益的维护、邻里纠纷
的化解、空巢老人的关爱，甚至业主
快递代收、儿童临时看护他都主动
去做，有这样的“贴心管家”，我们大
家都很放心。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林超整理）

我的邻居是党员

“贴心管家”刘咸光
讲述人：曾都区东城街道小东关社区居民 喻红军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曾宣）近
日，曾都区营商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曾都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到
曾都经济开发区，就工业园区转供
电主体违法违规加价行为进行专项
整治，对曾都区出台的转供电主体
违法违规加价专项整治工作各项政
策进行解读，表示将全面取消开发
区、园区转供电加价，进一步降低终
端用户用电成本，打通降价“最后一
公里”。

据了解，为及时足额将降电价
红利传导至终端用户，今年以来，曾
都区深化转供电改革工作，开展了
转供电违法违规加价清理专项整治
行动，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开展转供
电价格政策专场宣传活动，印发《转
供电价格政策提醒告诫函》发放到
各商业综合体、物业小区、写字楼、
商业聚集区、国有（集体）资产租赁

物业等转供电主体，要求转供电主
体严格遵守《价格法》等价格法律法
规，切实加强价格自律管理。同时还
建立了转供电主体信息档案和数据
库，让终端用户对转供电价格“一码
了解”，逐步实现了转供电终端用户
全覆盖。

为从源头上解决转供电乱收费
问题，曾都区通过用电报装“先改
造、后移交”的方式将转供主体改造
成直供用户，在曾都经济开发区周
家寨村桃园雅居小区还建房 19 户商
业门面推行“转改直”试点改造，示范
带动转供电主体实现直抄到户改
造，加快实现“应改尽改”“应直尽直”。

曾都区营商办负责人表示，将
重点聚焦工业园区违法违规加价现
象，持续推进转供电主体违法违规
加价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增强人民
群众和市场主体获得感。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吴坚、王煜

成）新《安全生产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9月 3日，湖北特检院
随州分院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新

《安全生产法》学习宣传活动，以全面
提高全体干部职工的知法、懂法、守
法意识。

据悉，新《安全生产法》作为安全
生产领域“百科全书式”根本大法，明
确了安全生产的重要地位、主体任务
和实现安全生产的根本途径，对分院
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活动
中,随州分院积极组织各科室学习新

《安全生产法》原文及解读、修改条

款、十大亮点等内容，并利用 LED 滚
动播放学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相
关宣传标语，深入进行主题宣传，广
泛传播安全理念,让全体干部职工做
到心中有安全、心中有法律、心中有
责任。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分院全体干
部职工对新《安全生产法》有了一定
的认识和了解，安全意识得到了进一
步的提高。大家纷纷表示，将严格贯
彻执行质量方针、质量目标总要求，
严把特种设备检验关，为随州经济发
展营造更加良好、稳定的安全生产环
境。

曾都区开展工业园区
转供电违法加价专项整治

随州特检分院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宣传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徐斌）9
月 6 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甘国
栋带领有关部门到随州高新区调研
青春化工园区和国家能源集团随州
项目建设有关情况，协调解决项目
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

甘国栋一行先后调研了湖北齐
星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随州高新
区青春化工园区和随州电厂项目，
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园区规划
建设、电厂和新能源基地项目推进
等情况，并对企业发展和项目推进
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

和解答。
甘国栋强调，要立足我市资源禀

赋，有序推进煤电、风能、太阳能等综
合能源产业发展。要按照环境承载力
要求，落实化工园区落地项目环评、
能评、安评等措施，推动园区项目尽
快落地达效。要着力抓好项目建设，
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明确工作要
求，随州高新区、随县和市直相关部
门要加大工作力度，拿出时间表路线
图，倒排工期，全力解决项目建设中
的具体问题，助推国能随州项目和青
春化工园早日建成达产。

甘国栋调研
青春化工园区和国能随州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