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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3316218 3814666

本 人 熊 乾 隆 （ 身 份 证
429001198303117759），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在随州市闽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随州恒大御府楼盘为认购房
产（房号 5-2304），交款￥296496.00
元，大写（贰拾玖万陆仟肆佰玖拾陆
元整）。票据类型：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 票 代 码 ：4200164350，发 票 号 码 ：
01778056。现因本人不慎遗失票据第
二联（客房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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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遗

失随州日报社大随传媒有限公司开
具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
号码：NO：92512899，声明作废。

湖北合泰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原公章名称：湖北合泰食品
有限公司，声明原公章作废。

储春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21321MA48TG070H，声明作废。

随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
员 会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286000027101，基本存款账户，开户
行 ：工 行 曾 都 支 行 ，账 号 ：

1805020109250016256，声明作废。由
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
担。

随州烈山生态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原公章名称：随州
烈山生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声明原
公章作废。

湖北勇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421303MA4F1P7W8U，声
明作废。

湖北勇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公章名称：湖北勇驰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42130310019937），
声明原公章作废。

随州市第八届膏方文化节将于 2021 年 11
月 6日在我院门诊广场正式开启，届时特邀武汉

市中医名师郝建军教授、王建华教授把脉问诊，

辨识体质，以提供中医药养生健康指导。预约工

作现已开始，欢迎广大病友前来咨询就诊。

坐诊时间：11月6日8：00-12：00

坐诊地点：门诊二楼名医堂

健康热线：13607287676（张老师）

17683773992（刘老师）

医 讯

湖 北 添 程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30009956231XJ，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
公司注册资本从壹仟伍佰万元整减至贰佰万元整。请债
权人自接到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湖北添程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6日

减资公告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
玲）10 月 25 日，全市秋冬农业生
产暨扶贫资产管理现场推进会召
开，部署加快推进秋冬农业开发
工作，统筹推进扶贫资产后续管
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村级债务化
解、“天网工程”等“三农”重点工
作，奋力实现农业农村工作全年
精彩。

副市长李国寿参加推进会。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集中观

摩了广水市十里办事处双塘村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广水市武胜
关镇楼子冲村和曾都区万店镇泉
水寺村秋冬播、扶贫资产后续管
理工作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
会上，随县、广水市、曾都区进行

汇报交流发言，市农业农村局、市
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分别就秋
冬农业生产和扶贫资产管理进行
安排部署。

李国寿要求，各地各相关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统筹、
加大力度，确保如期实现全年“三
农”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要坚持应
急与谋远相结合，加强组织领导、
宣传发动、服务保障等，抢抓农时
加快推进秋冬农业开发。要明确
目标任务、把握时间节点，加强统
筹协调，扎实做好扶贫资产后续
管理，加快村级债务化解；要紧抓
项目建设进度，严格质量管理，加
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天网
工程”建设。

10 月 23 日至 24 日，来自全国百强
旅行社的旅行商和各级各地新闻媒体记
者，来自襄阳、十堰、神农架和河南信阳
等地的嘉宾及随州市、县、镇三级与会代
表，分批分组来到炎帝故里、大洪山、千
年银杏谷、西游记公园、田王寨、神农部
落、市博物馆、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
园等景区踩线、采风、观摩，感受随州旅
游现状，集众智，汇众力，共谋随州文旅
产业发展，叫响“神韵随州 一见钟情”城
市文旅品牌。

上海泰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庆：来到随州，最大的感受就是随州
历史文化悠久，非常有底蕴和内涵。但是
还需要继续向内挖潜，持续打造知名品
牌。来到随州之后品尝了滑肉、安居豆
皮、刁子鱼等一些本地特色美食，但是我
们外地游客并不了解，其实美食吸引力
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很关键，希望能加
强宣传，把随州特色美食传播出去。

（全媒记者王聪莹）
四川省内江市雪狼自驾领队朱传

平：自驾游团队都是偏年轻、喜欢接触和
学习新知识的群体。这次来随州，得知随
州是炎帝故里、编钟出土地，非常震撼，
这就是非常有特色的文化招牌。虽然这
次因为时间关系没能深入了解随州，但
发现随州的文化、山水风光都非常有看
头，我想抽时间带我的自驾团队一起过
来好好感受。 （全媒记者陈云）

山东省全域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总经

理庞健：随州的景区基本上都有各自的
特色，不重复，有文化类、休闲类、观光
类、学习拓展类。而且这次踩线发现，炎
帝景区有拜祖大典、手工磨坊，田王寨有
红军服体验，大洪山的山货节现场有集
卡打卡活动等，游客的体验性、参与性都
增强了，这个非常好。我们将会进一步梳
理随州特色旅游资源，加强与随州各景
区的对接，规划设置一些受市场欢迎的
随州特色旅游线路，一起拓展随州旅游
市场。 （全媒记者陈云）

河南省旅游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河南康辉国际旅行社总监王相锋：这次
随州旅游产业大会，我们实地参观考察
了随州博物馆、随州炎帝故里、田王寨等
景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州是
华夏始祖炎帝神农的诞生地，经过 5000
年的传承，炎帝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文
化的“根”和“魂”，更是两岸炎黄子孙共
有的精神财富。这次参加旅游发展大会
就是希望能与随州本地达成深度合作，
通过交流碰撞出更多的精品红色线路、
研学线路，把更多游客输送到湖北随州。

（全媒记者王聪莹）
神农架林区融媒体中心全媒记者唐

玉：两天的活动，去了很多景点，最直观
的感受是，这里依山傍水，既有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大洪山，也有世界四大密集成
片的古银杏群落之一的千年银杏谷，风
光特别美。另外，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
神农架是炎帝神农氏搭架采药的地方，
两地文化一脉相承，两地每年也都举行

炎帝祭祀活动。作为媒体人，我们要借助
‘襄十随神’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契机，为
两地文旅宣传推介鼓与呼，促进两地旅
游业发展。 （全媒记者陈云）

广水市武胜关镇桃源村党支部书记
殷修勇：通过观摩学习，我对随州、对桃
源村的文化旅游发展更有信心了！田王
寨以现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依托
进行景观打造，成为颇有人气的多元综
合型景区，令人印象深刻。桃源村区位条
件优越，依山傍水，古朴秀美，历史文化
气息浓厚。未来我们也会积极推进自然
资源文化资源融合，持续丰富桃源村的
旅游内容，让乡村旅游更好助力乡村振
兴。 （全媒记者陈巧玲）

曾都区洛阳镇党委书记李婉莺：随
州文旅产业大会对随州的文旅资源做了
非常全面的梳理和推介，有好多宝藏景
区、美食和文化！田王寨、义阳大鼓演绎
的红色故事，让人既受教育，又感受地方
非遗文化之美。在炎帝故里展厅，我们还
品尝到随县、广水、曾都、高新区、大洪山
风景区等各地美食，了解到各地的非遗文旅
产品……秋天来了，洛阳镇千年银杏谷
又要到它最美的时候了！随州这么多美
景美食，秋高气爽，大家一定要多走走看
看，别错过好时光! （全媒记者陈巧玲）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长岗镇镇长刘
东：大洪山的自然风光美，田王寨红色旅
游色彩浓，神农部落古朴庄重气场足
……通过观摩学习，我深刻地感受到随
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旅游资源丰富，

随州旅游产业大有可为。目前，随州的旅
游名气还未走远，“洼地效应”还未形成。
未来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文化元素需要
持续加强，文创产品要彰显文化特色，同
时要不断创新传播方式，提升随州旅游
人气，推进全市及周边旅游大联盟，实现
全域游、四季游！ （全媒记者陈巧玲）

随县洪山镇党委书记王剑：随州旅
游通过大小市场主体，把有文化味的好
山水内涵展示出来，乡村旅游未来可期。
发展随州旅游要以炎帝神农文化为统
揽，把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走
观光农业的路子。搞好随州旅游要讲故
事，要有话题，通过讲好随州故事，打动
人，吸引人；要开展活动，做到月月有活
动，善用新媒体，聚人气，有流量；要善经
营，通过市场手段和政府引导，政策护
航，优化环境，培植大小市场主体，推动
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全媒记者林超）

广水市太平镇党委书记余华：大洪
山景区的景色很美，硬件建设棒棒的，很
震撼。西游记公园景区主题突出，特色鲜
明，是一个放松身心寻找快乐的好去处，
如果能开发自己独特的文创产品会更
好。发展随州旅游，要加大基础设施投
入，注重文旅、农旅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广水也有丰富优质的旅游资源，比如三
潭、浆溪店等，但是目前开发力度还不
够，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和优秀
景区的差距很大，还有许多不足需要弥
补，希望能加大投入，把资源变成资产。

（全媒记者林超）

叫响“神韵随州 一见钟情”品牌
——与会嘉宾代表畅谈随州文旅产业发展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吴娟）自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随州高
新区十里铺社区把学习党史与保
障和改善民生有机结合，持续开
展走访调研，将“方便群众出行和
丰富群众健身需求”列为“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重点工作，着力解决
辖区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切
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

奥林嘉园小区建成时间较
早，刚建成时只有一个东门。随着
城市发展，周边陆续建成了万达
商圈和季梁学校分校等，居民对
于小区开通西门的呼声很高。社
区“两委”在走访了解到居民需求后，
立即召开会议商量讨论解决办

法，积极对接相关负责单位了解
政策，督促业主委员会按照相关
要求进行申报，确保奥林嘉园小
区西门顺利建成。

西门开通后，社区“两委”积
极对接下沉单位市民政局争取资
金支持，在西门小广场周边增添
了一套健身器材，不仅能够丰富
小区居民的文体生活，同时也为
小区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看着小区西门顺利开通和配
备的健身器材，奥林嘉园小区的
居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真
好，现在一出门不到 500 米是万
达商业圈，吃完饭还可以在小区
里 面 健 身 ，以 后 生 活 更 加 方 便
了。”

全市秋冬农业生产
暨扶贫资产管理现场推进会召开

加快建设“三区四基地”奋力打造“创新高地、产业新城”

火炬飘扬火炬飘扬··高新区之窗高新区之窗

随州高新区十里铺社区
解决居民身边事

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
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

之则昌，逆之则亡。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发展进步力量不断
增长。我们应该顺应历史大势，坚持合作、
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
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决反对一切形式
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反对一切形
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
正确理念指引。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
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
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多样性是人类文
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
力之源。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
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
融合中才能进步。一个国家走的道路行不
行，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否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能否带来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民生改善、社会稳定，能否得到人
民支持和拥护，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
贡献。

——我们应该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
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
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
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
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
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
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应该坚持互利共赢，共同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人民。为了人民
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
发展才有动力。世界各国应该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破
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发展的平
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要增强人民发展能
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发展环境，
创造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个国
家每一个人的发展局面。不久前，我在第
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希望各国共同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对全球发展的冲击，加快落实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我们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人
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全球性问题。只有形
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

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才能有效应
对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应该采取实际行
动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鼓励绿色复苏、
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形成文明健康
生活方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
局，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不
竭源头。

——我们应该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
和地位，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
各国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国际规则只能由联合国 193 个会
员国共同制定，不能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
团来决定；应该由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共
同遵守，没有也不应该有例外。对联合国，
世界各国都应该秉持尊重的态度，爱护
好、守护好这个大家庭，决不能合则利用、
不合则弃之，让联合国在促进人类和平与
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中国愿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探
索合作思路，创新合作模式，不断丰富新
形势下多边主义实践。

习近平最后强调，追昔抚今，鉴往知
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坚持走和
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
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
何曾是两乡。”让我们携起手来，站在历史
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实
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致辞表
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年来，为
联合国作出日益重要贡献，是联合国的可
靠伙伴和国际合作的中流砥柱。感谢中国
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消除贫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发挥重要作
用。联合国将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提供支
持。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多边主义，强化多
边体系，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强调联合
国将继续做中国的坚定伙伴，共同构建更
加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

丁薛祥、杨洁篪等出席会议。
王毅主持会议。
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国长期从事联

合国工作的外交外事人员代表、各国驻华
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等 200 多人与
会。中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俄罗
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阿尔及利亚驻华大
使布哈利法分别致辞。

(上接第一版)
此次表彰的对随州市文化和

旅游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分别为：玉龙旅游集团董事长李
祖刚、湖北鄂旅投随州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俊、随州市神
农部落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伟、半农生活（武汉）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牛天翔、湖
北曾楚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祝成超、随州花鼓艺术剧院
院长何敬国、随州市曾侯乙编钟
编磬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项绍清。

评选出的十大旅游名景为：
炎帝故里风景名胜区、大洪山风
景名胜区、西游记公园景区、随州
千年银杏谷景区、西游记漂流景
区、随州文化公园、随县田王寨景
区、随州一河两岸滨湖风光带、广
水印台山文化生态园、随县神农

部落景区。
评选出的十大旅游名村为：

随县万福店农场凤凰山村、随县
澴潭镇柏树湾村、随县淮河镇龙
泉村、广水市武胜关镇桃源村、广
水市十里街道办事处观音村、广
水市陈巷镇兴河村、广水市长岭
镇泉水村、曾都区洛阳镇九口堰
村、曾都区洛阳镇小岭冲村、大洪
山长岗镇绿水村。

评选出的十大旅游名宿为：
随县琵琶湖山里民宿、大洪山自
在谷归云山阁民宿、随县万福店
凤凰人家民宿、广水市桃源客栈
民宿、广水市红火岁月康养民宿、
曾都区银杏山居古柳小院民宿、
随县琵琶湖璞素假日民宿、随县
洪山镇清香荷院民宿、随县慈云
居生态园民宿、随县抱朴谷森林
木屋民宿。

我市表彰文旅行业贡献突出个人
评选十大旅游名景名村名宿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程淇、
通讯员许琦、周宇涵）10月 22日，
广水市关庙镇铁城村整块土地被
翻整一新，颗颗油菜籽在泥土中
酣然入睡。“镇政府鼓励我们将土
地 进 行 短 期 流 转 ，避 免 闲 置 浪
费。”铁城村种植大户邢大宽说。

刑大宽家种有 150 亩水稻，
今年谷粒归仓后，在村干部宣传
引导下，他拿出 100 亩土地流转
给合作社种植油菜。“流转一两个
季度就能增收近 8 万元，这‘额外
收入’让我很满意！”刑大宽高兴
不已。

关庙镇是广水市油菜轮作试
点地区之一。该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镇里实行镇村统一翻耕、播

种，农户管护。承担轮作试点任务
农户每亩有 500 元—800 元收益，
有效激发了群众种植油菜热情。
截至目前，关庙镇种植高标准油
菜 5000亩。

据了解，广水市按照集中连
片、整体推进原则，通过政府采
购、以奖代补等方式，积极鼓励种
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油菜
轮作试点种植，投入油菜种植补
助资金 75 万元，招标采购种子、
肥料，补贴机耕、播种、机防等机
械作业。同时，该市成立技术指导
组，分片包村包户，指导种植农
户、新型经营主体掌握技术要领，
提高油菜生产效益和管理水平。

广水开展油菜轮作试点

10 月 24
日，市文旅大
会嘉宾在大洪
山风景名胜区
白龙池参观。

（随州日
报全媒记者李
文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