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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积极接种疫苗；科学佩戴口罩；注意手部卫生；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社交距离；尽量避免聚集；使用公筷公勺；注意文
明礼仪；主动配合防疫。 （随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讯

员陈白洁、徐樱月）10 月 26 日，2021 年
随州“安全用药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随
县举行。今年“安全用药月”活动主题
为“安全用药 坚守初心”，将紧密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等，充分展示建党百年药品监
管领域成果，宣传改革创新的发展成
果，全方位多形式地开展安全用药科
普宣传，进一步提升公众安全用药意
识和科学素养，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的
用药安全。

此次活动将从 10 月下旬持续至
11月下旬，围绕主题重点开展“两品一
械”法律法规宣传贯彻活动。对药品

（医疗器械、化妆品） 经营使用单位
开展法规业务知识宣讲，提高企业主
体责任意识，为建设法治监管、保障
公众用药安全营造良好环境；开展药
品安全科普知识宣传，组织公众收听
收看湖北电视台、湖北广播电台等媒
体开展的“专家在线访谈”节目和“湖
北之声”公益提醒活动；组织公众参与
第十届“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开

展社区药品科普宣传活动，现场设置
安全用药知识咨询区、药品样品展示
区和药品安全知识宣传区等多个区
域，组织医药专家、执业药师、志愿
者向社区居民讲解药品购买、储存和
保管的注意事项，普及药品真伪鉴别
的常用方法，并现场为群众解惑答
疑，营造良好的安全用药氛围；组织
开展第四届“寻找身边最美药师”活
动，以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从业人
员为重点，号召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推
荐。

转作风 保安全 促发展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2021年随州“安全用药月”活动正式启动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10
月 27日，全市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工
作联席会议召开，听取五大重点农业
产业链建设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
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钱远坤出席会议
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
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
工作要求，着力培育龙头企业，壮
大产业集群，打造精品名牌，加快
推动重点农业产业链延链、补链、
强链，建设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现代
农港，为打造全省特色增长极提供坚
实支撑。

市委副书记、市长克克主持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畜禽产业
链链长夏卫东，市政协主席、市果蔬
产业链链长冯茂东，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市食用菌产业链链长
林常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市粮油产业链链长甘国栋，副市
长、市茶药产业链链长李国寿出
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重点农业产业
链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
五大重点产业链建设推进情况汇
报；市农业农村局、市发改委、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商务局、市
卫健委等产业链牵头单位分别汇
报了工作进展情况。

会议指出，加强农业产业链
建设，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
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是打造全
省特色增长极、实现全域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围绕建设以

规模种植和加工为基础的“产”、以龙
头企业为引领的“业”、以产业集群为
标志的“链”的总目标，进一步细化
实化工作举措，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锻长板，加快提升农业产业化水
平。

会议强调，推进农业产业化，关
键在抓农业龙头企业，要以龙头企业
牵引产业升级，“一企一策”支持一
批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发挥龙头企业
在标准制定、产品迭代、市场拓展、
品牌打造、产业链延伸等方面的引领
带动作用，推动产业集群化、裂变式
发展。要以创新型加工抢占产业高
地，既要拓展精深加工产品，也要因
地制宜开发创新型产品，提高产品附
加值和含金量，占领更多细分领域市
场。要以品牌矩阵扩大产业影响力，打

好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
牌建设“组合拳”，以随州“美食四宝”
等为突破口，打造农产品市场引爆
点，推动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
变。要以融合发展强化产业支撑，特
别是要深化农旅融合，助力乡村人民
公司做大做强，赋能乡村振兴。

会议强调，产业链也是责任链，
“链长制”也是责任制。要压紧压实各
方责任，加强政策牵引，积极向上对
接争取支持，结合实际制定具有针对
性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金融、用地、人才等保障，切实帮
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实际困难。

各县（市、区）、随州高新区、大洪
山风景名胜区负责同志，市重点农业
产业链建设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

10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广水市第九
次代表大会召开。该市提出，未来五
年，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围绕

“再进位、冲百强、创辉煌”目标，
在“汉襄肱骨、神韵随州”建设中
展现广水作为，加快建设“风机名
城、现代农谷、文旅胜地”，打造“秀
美应山、诗画广水”，奋力谱写广水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今后五年，该市的奋斗目标是争
创全省县域经济强市，主要经济指标
领跑全省，奋力冲刺全国县域经济百

强县；争创全省美好生活城市，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群众
生活品质持续提高；争创全省文明城
市，城市精神、城市文明、城市特质进
一步彰显；争创全省生态文明示范
市，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保持全省前
列，生态广水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提
升。

围绕上述目标，该市将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坚持
深化改革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主动担当作为，以“拼抢实进”状
态、“好正实优”作风，开创“五区并
进”新局面。优化产业布局，打造产
业融合引领区。聚力打造风机名城，
推动主导工业集群化发展；聚力打造

现代农谷，推动现代农业特色化发
展；聚力打造文旅胜地，推动第三产
业优质化发展。深化开放开发，打造
区域融合先行区。积极对接全省“一
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
展布局，以招商引资促融合、以项目
建设促融合、以营商环境促融合，深
度融入“襄十随神”城市群、武汉城市
圈，加快形成“融群进圈、桥连楚豫、
多点发展”新格局。畅通要素流动，
打造城乡融合示范区。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建设现代化城市；以乡镇
为重要节点，培育镇域“小老虎”；
以农村为重要腹地，推进乡村大振
兴。加快绿色崛起，打造生态融合
标杆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注
重涵养绿色生态，推行绿色生产，倡
导绿色生活，加快补齐生态环境建设
短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建 设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生 态 广
水。增进群众福祉，打造民生融合样
板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加大
民生投入，补齐民生短板，做优民生
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该市表示，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始终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
持下去，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
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政治方
向，保持政治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支撑我成长的，就是一个信念——做一名有工匠精神的
追梦人。”10月 22日下午，市国投公司、市城投公司联合支部主题党
日正在举行。工友故事会环节中，来自市城投公司工程管理部的沈
霄走上讲台，讲述自己的故事，畅谈成长历程，分享成长感悟。

这是市国投公司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一项创新。该公司各支部
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中，邀请生产建设一线干部职工讲述自己事、
身边事，让全体党员干部感受一线工作的艰辛，切实增强做好本职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引领大家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三个自身成长中的故事，沈霄讲得用心用情——随州市新一代
天气雷达迁建项目，位于广水市余店镇九里村的一处山顶上，材料
运输难、安全风险高。在建设过程中，沈霄从基础施工到每根脚手架
搭设，从材料运输路线规划到路线实地勘察都严格把关，夏天头顶
骄阳，冬天迎风立雪，白天紧盯现场施工，晚上商讨解决问题，确保
了项目精准安全推进。300多个风里来、雨里去、雪里干的日日夜夜，
2019年 3月，随州市新一代天气雷达顺利完成迁建。

绕城南路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全长 4.3 公里，是目前我市里程最
长、体积最大的干线综合管廊。根据工程设计，综合管廊项目基坑采
取明挖式施工，开挖最深处达 7米，而且项目紧挨着已建成的绕城南
路主车道，基坑开挖既要保证作业安全，又不能破坏原路面。通过深
入细致的分析，沈霄和团队科学编制深基坑专项施工方案，采取分
段、分层施工，每层开挖深度约为 3米，边开挖，边防护，精准管控，严
格检验。2020 年 7 月，综合管廊项目如期完工，沿线除雨污水外，所
有市政管线“住进”了同一个“房间”，有效避免了“马路拉链”现象。

随州市编钟学校是今年市政府向全市人民承诺的十件民生实
事之一。受疫情影响，该项目去年 12月初才开始正式开工建设。为保
证进度，沈霄坚持驻守工地一线，“白加黑、五加二”，科学周密绘制
项目结构图、施工路线图和工期节点图，实行挂图作战，以图为纲，
严控节点，坚持指导在一线、协调在一线、督办在一线，争分夺秒推
动项目建设。在公司和参建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开工仅一个月，就完
成了一区主体结构工程。今年 8月 23日，编钟学校初中部顺利交付，
圆满完成了市政府交办的项目建设任务。

……
台上讲得动情，台下时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听完故事，大家感触

颇深——“一线工作人员平凡而坚毅的身影构成了城市里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和默默的付出诠释着对职业的忠诚，
正是他们的‘工匠精神’为我们的高质量发展赋能。”

“我们要始终秉承‘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注重细微
之处，追求精确完美，打造精品工程，为城市高品质建设添砖加瓦。”

“通过畅谈经历、分享感悟促进支部成员间的相互学习，通过凝
聚共识、共同提高，有效促进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与岗位专业素
养双提升，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各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
“工友故事会是国投公司‘四牌同创’打造‘红润国投’党建特色品牌活动之一。”市国

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坚持党建引领，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开展干部大讲
堂、青年读书班、红色电影节、工友故事会等四大党建特色品牌活动，嵌入式、融合化、一
体性推动公司党建工作出新、出效、出色、出彩。

全市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培育龙头企业壮大产业集群打造精品名牌
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农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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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曾都区万店镇泉水寺村，田野机声隆隆，一台台耕作机械在田间来往穿梭，一派繁忙场景。当地的事事顺种植合作社组织农民争农时、
抢季节，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小麦播种。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陈巧玲摄）

坚持“五区并进”

广水市奋力冲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通讯员

张印）近日，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公安、市场
监管等部门，在随县开展安全监管领域损
害群众身边利益问题专项整治检查。

督查组督导检查了随县高城镇、新街
镇烟花爆竹批发公司、零售网点，督促应急
部门和重点企业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群众感
受最直接的烟花爆竹销售环节的生产安全
问题，强力整治监管过程中的不正之风，查
找尽职履责不到位的问题，进一步优化烟
花爆竹行业安全生产环境。

督查组一行还对随县高城镇七姑店
村、嵩垛村 3家非法网点整治情况开展“回
头看”，对随县应急管理部门执法履职情况
进行检查。同时，现场向广大群众宣传《安
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让大家知晓烟花爆竹制品易燃易
爆特性，防止出现经营过程中“下店上宅”

“前店后宅”等安全隐患。
据悉，自 8 月份全面启动专项整治，

市、县两级采取群众举报、基层执法、市级
监督的模式，对 8 家重点烟花爆竹企业进
行执法检查，其中有 3 家烟花爆竹生产企
业、5 家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通过检查
排查安全隐患 33 处，整改完成 29 处，4 处
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预计 10 月底前整
改完毕；对 1 家烟花爆竹经营企业的安全
管理缺失行为纳入行政处罚，罚款 5000
元。市、县两级抽查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200
余家次，对 3 家不符合安全条件的零售网
点进行关闭。为增强安全意识，对 18 个乡
镇 580 余烟花爆竹零售经营从业人员进行
安全培训。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聪莹、通讯员

杨婧茹、彭德松）10 月 27 日，我市举行以
“预防工伤 安全相随”为主题的 2021 年工
伤预防项目启动仪式。

近年来，我市工伤事故不断增多，全市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持续增加，工伤事故的
发生既给职工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也让
企业蒙受经济损失。开展工伤预防，由事
后补偿向事前预防转变，充分体现了预防
优先、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是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保障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举措。

活动现场，相关专家对工伤事故发生
较多的原因、如何有效预防工伤事故、随州
工伤预防工作开展等重点问题进行详细的
解答。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工伤预防的宣传和
体验活动。希望通过多种形式的预防措
施，实现工作预防意识和能力明显提升，工
伤事故发生率明显下降、实现从“要我预
防”到“我要预防”“我会预防”的转变，构建
行业全囊括、职工全覆盖的独具随州特色
的工伤预防体系。

预防工伤 安全相随

田畴沃野播种忙

我市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监管领域
损害群众身边利益问题专项整治

我市2021年工伤预防项目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