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走进随县厉山镇灯塔社区 2
组，在桂花飘香、干净整洁的村间小巷
里，居民围在一起异常热闹。人群中，几
名身穿红色工作服的天燃气公司技术人
员，正将天然气管道接进居民何儒贵的
家中。另一边，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何
小军正在回答居民们关心的问题。听说
社 区 给 每 个 安 装 天 然 气 的 农 户 补 贴
1000元钱，大伙乐开了花。

“小何当了社区书记后，社区真是一
年一个样。”67 岁的何儒贵说出了大家
的心声。

退役返乡勇挑重担

何小军是一名退役军人，社区居民
总爱亲切地称他为“兵书记”。从一名军
营里的士兵到群众的带头人，这段经历
让何小军刻骨铭心。

1998年，刚满 15岁的何小军参军入
伍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他热爱军旅生
活，在军营里一干就是 16 年。军营中，
何小军不断加强文化和军事素质提升，
逐步成长为一名士官干部，多次出色完
成上级交付的重大任务。2003 年，何小
军在军营里光荣入党。从此，他更加严
格要求自己，时时干在实处、处处冲在最
前。

2014 年 ，何 小 军 光 荣 退 役 。 第 二
年，他被武汉市的一家公司录用，每月工
资 7000 多元。工作稳定、婚姻幸福的何
小军还在武汉买了房，准备在省城大干
一场。

而此时，家乡的镇村干部找到何小
军，邀请他回乡创业，带领一方乡亲发展
致富。“虽然当时家人一致反对，但一想
到家乡还比较贫穷落后，父老乡亲中还
有不少人未摆脱贫困，而自己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就应该在艰苦的环境中去奉
献、去战斗，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更大的
力量。”何小军说，在他的耐心劝导下，家
人逐渐理解了他的决定。他毅然放弃原
本安逸的工作和生活，一个人回到了家
乡。

2017 年，回乡的何小军进入灯塔社
区“两委”班子。一年后，因出色的工作，
他被全社区一致推选担任社区党支部书
记兼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何小军勇挑
重担，逐渐成了灯塔社区居民的“主心
骨”和“领头雁”。

发展产业齐奔小康

灯塔社区位于随县城乡接合部，全
社区 2100 多居民，过去大部分劳动力在
县城或外地打工。因征地拆迁等问题，
社区居民矛盾一度比较突出。

“产业兴旺，才能凝聚人心。”上任伊
始，何小军就抓住社区发展的关键问题，
团结带领社区“两委”和居民大力发展集
体产业。利用社区内良好的土地资源，
创办家庭农场，发展休闲采摘和高端水
果种植。如今，“共享农场”和“玉明农

场”流转社区土地 320 余亩，吸纳居民就
业 30余人。

“农场的创办，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收
益。”社区 6组居民刘大成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他家 5亩地流转给农场，每亩地每
年 1200 元流转费，自己在玉明农场工
作，工作日每天除草、施肥能挣 100 多
元，一年下来保守收入近 3万元。

社区内有一家灯耀纺织厂，受外部
环境影响经营一度遇到困难。何小军频
繁深入该厂摸底调研，积极为该厂的经
营扩建出谋划策，忙前跑后提供各种支
持和服务。2019 年，在镇村的支持下，
该厂更新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吸纳
灯塔社区居民 50 余人在该厂就业，其中
有原贫困户 4 人，有力地带动了居民增
收，促成了贫困户脱贫致富。2020 年，
灯耀纺织厂纳税 300 余万元，成为当地
的纳税大户。

此外，何小军还带领社区里的能人
办起了牧业公司、绿化公司、苗圃基地，
持续办好香菇扶贫基地、中药村基地，不
断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稳步提升社区集
体收入，农户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强。如
今，灯塔社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本色不改一心为民

“共产党员的职责，就是想千方设百
计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几年来，何小军
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团结带领社区“两
委”一班人，不断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
持续提升村容村貌。

社区中心，厉封公路穿村而过，在给
居民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全社区带来

一定的安全隐患。何小军做通社区干部
和部分居民的工作，筹集资金 49 万元，
为全社区无死角装设高清监控设备，在
公路边设置警示标志、马路上安装减速
装置，居民的安全感迅速得以提升。

过去，社区居民环境意识不强，社区
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何小军带领居
民大力实施村庄环境整治工程，提出“一
年一大变，三年大变样”的奋斗目标。三
年过去，如今的灯塔社区，房前屋后干净
整洁、绿树成荫，四季有花、时时见绿。
2019 年，社区投资 70 余万元，建起一大
一小两处文化广场，成为闲暇下来的居
民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硬化村间公路，接通县自来水管网，
落实居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政策……
一件件实事好事落了地，人心齐了、大伙
的劲头更足了。“现在社区里什么都不
缺，要是能和城里人一样用上便宜方便
的天然气就更美了。”居民邓宝林的一席
话，与何小军的心思不谋而合。

2020 年，何小军积极与随县政泰天
然气公司取得联系，办理天然气入村前
期业务。今年 9 月，在前期主管道进村
的基础上，天然气进户工程正式拉开序
幕。随着工程的推进，居民们纷纷将老
旧厨房进行改造。装上集成吊顶、垒起
大理石灶台，昔日油烟乌黑的厨房焕然
一新。“天然气干净卫生，价格便宜，比起
过去的煤气罐，又方便又安全。”居民何
儒高说，“与城里人相比，我们生活一点
不比他们差。”

“何书记年轻有闯劲，这样的党员干
部，我们都支持他。”79 岁的吴国平老人
逢人便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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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程鹏

初心不改“兵支书”
乡村振兴“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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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林超、通
讯员黄建军）金秋送岗位，启航立新
功。10 月 30 日，我市 2021 年金秋
招聘月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暨《退
役军人保障法》宣传活动在随城万
达广场举行。

市委常委、随州军分区政委张
爱华到招聘会现场指导工作。

此次招聘会是为退役军人及军
属与用人单位搭建双向选择对接的
服务平台，同时也是对 《中华人民
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和双拥工
作的宣传。招聘会由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联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主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市劳
动就业管理局和市关爱退役军人协
会承办。活动现场设立了用人单位

和退役军人洽谈、退役军人政策咨
询和宣传、最美退役军人风采展示、
职业指导等专区 ，展示了随州市
2021 年度 20 名“最美退役军人”的
先进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发放了

《退役军人保障法》宣传册 2000 余
份。

此次专场招聘会共 120 家企业
参加，提供 3500 余个就业岗位，既
有研发性的技术性岗位，也有生产、
营销管理性岗位，还有物业、司机、
电工、维修装配工等职业技能性岗
位，可以为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技能
水平的退役军人提供相应的就业岗
位。约 2500 余人次来到招聘会现
场，意向就业人数达到 500 余人，其
中退役军人 370余人。

我市举办2021年金秋招聘月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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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林超、通
讯员彭晓明）10 月 27 日，随县人民
检察院在市人民检察院公开听证室
对徐某甲、徐某乙涉嫌违法发放贷
款案进行公开听证。听证会邀请市
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
员、律师代表等担任听证员，来自我
市行政机关、民营企业、新闻媒体机
构的 20余人参与旁听。

听证会上，案件承办检察官详
细阐明了案件事实、检察机关开展
企业合规办案情况以及对该案拟作
相对不起诉处理意见。

今年 3 月，随州某银行支行客
户经理刘某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违
法发放贷款罪，被随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办案过程中，随县检察院查明
该支行副行长徐某甲、徐某乙在贷
款调查过程中未认真履行职责，未
核实贷款资料真实性，致使违法发
放贷款 972 万元，给单位造成重大

损失。
经调查，该银行经营业绩在全

省系统内排名第一，且徐某甲、徐某
乙均有自首、认罪认罚、初犯等情
节。为依法保障企业正常经营发展，
随县检察院要求办案人员积极发挥
检察职能，主动参与企业治理，引导
该银行开展合规建设。此后，该银行
在随州全行范围内开展合规建设工
作，并通过了第三方监管团队的合
规考察验收。

在提问环节，听证员详细询问
了企业合规整改情况以及犯罪嫌疑
人悔罪表现。经集中评议，听证员一
致同意对 2 名犯罪嫌疑人不起诉，
并希望企业切实增强法律意识，持
续开展合规建设，实现依法合规经
营和高质量发展。

听证会特邀清华大学和北京大
学教授通过远程视频连线方式进行
了点评。

随县检察院就一起企业合规案件
进行公开听证

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斌、方向阳、李华义）广水市
医保局为推动“全民参保”，实现“应保尽保”目标，积极
争取广水市委市政府支持，构建经办服务、督办考核、
部门联动机制，确保责任、宣传、配合、征缴工作四到
位。截至 10月 28日，该市筹集医疗保障基金 68330.9万
元，筹集贫困人口补充保险基金 1292.2 万元，支出
56589.06 万元。城乡居民医保参保 679164 人，参保率
达 96%以上，连续 15年参保率保持在 95%以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69123人全部参保。

责任上心，实行目标考核抓征收。广水市医保局争
取该市市委、市政府重视，将医保参保缴费工作纳入镇

（办）党委政府和部门的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内容，把医
保参保缴费工作纳入党政“一把手”工程，明确主体责
任，根据各镇（办）和村（社区）人口分布情况，将参保任
务细化到镇、责任到人、落实到户。

宣传尽心，形成家喻户晓抓征收。按照通俗易懂、群
众易记、随时可缴的方式制作参保宣传资料，下发张贴到
村、到组、到湾。每年征缴参保前，市、镇（办）召开动员及
培训大会，实行分级政策宣传和培训。开展全方位立体宣
传，安排学校统一通知学生家长，对特殊人群由网格员入

户宣讲，对务工人员用电话、短信、朋友圈公告方式提醒。每
年发放宣传资料 10余万份，入户宣传 10余万户，电话回访
4万余人次，微信传递信息 40余万条。

配合齐心，搭建联动机制抓征收。建立各部门联动运
行平台，实行数据共享，开展精准比对，及时动态调整，精
准推动医保参保缴费工作。对各类特殊参保人群实行特
殊政策，在系统中予以标识，便于征收人员掌握收费标
准，杜绝重复收费，防止错收漏收。对迁移死亡、身份有
误、在外参保、多种身份等人员信息梳理复核，及时反馈
相关部门修正处理。对各部门推送过来的特殊人员动态
调整名单，及时更新，核实参保状态，确保“应保尽保”。

服务贴心，建立三级网络抓征收。组建起市、镇两级
经办服务体系和村医保兼职服务站，筹资 40万元为 17个
镇（办）和广水经济开发区医保窗口配备电脑、打印机等
办公设施，搭建医保专用网络。在市行政服务中心、镇和
村便民服务大厅设立 401个收费服务点，确定 551名专兼
职经办服务人员，将医保服务延伸到居民身边。推行网上
缴费新模式，通过智能手机网上缴费人数每年固定在 30
万人以上，手机缴费率达到了 40%以上。增设代征银行网
点，将原有的 26家农商银行代征网点扩大到 48家。

广水运用“四心”扎实推进“全民参保”

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常跃耀）
10日 29日，市政协副主席刘玲带领
随州日报社、市水利和湖泊局、市工
商联有关负责人，到驻点村随县殷
店镇雄峰村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刘玲一行看望了驻村工作队和
镇村班子成员，听取了驻村工作队、
村镇负责人和驻村的 3 个市直单位
有关负责人的发言。

刘玲对镇村负责人和驻村单位的

工作表示肯定，并就乡村振兴等工作
如何合力推进提出意见和建议。她要
求 3个驻村单位、镇村两级组织和驻
村工作队进一步吃透政策，结合村情
明确目标、加强配合，彰显特色、产业
带动，在做好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
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她提出，要注重发
挥村上能人带动作用和寻找外援相结
合，力争把雄峰村建成全市乡村振兴
的示范村。

刘玲带队到驻点村
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洪泰）心
系家乡发展，关爱莘莘学子。近
日，苏州市随州籍爱心企业家为
随州市季梁学校捐赠了价值 65
万元的国学经典书籍。

苏州蓝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乔靖萍捐赠的图书名为

《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共计 2300
多套，一套共 18 册，是一套国学
启蒙读物，旨在引导小读者们从
熟读到熟记，系统地学习古典诗
文。

乔靖萍表示，想通过这套书
籍向孩子们传播和普及中华国学
文化，丰富同学们的各学科知识，
助力学校营造“吟中华美文，颂民
族经典”的书香校园文化氛围，希
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提
高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将
来用丰厚的知识和爱心回报社
会。

学校方面表示，将会利用好
这些经典书籍，加强学生对国学经典的阅读，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给学子带来前行的动力和知识
的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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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
洪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生 态 旅 游 吸
引众多游客。金
秋时节，该景区
层林尽染，游人
如织，宛如一幅
油画。

（随州日报
全媒记者刘诗
诗摄）

（上接第一版）
下一步，该局将以制约监督“小

微权力”运行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的重要抓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厘清
权力边界，梳理权力清单，规范办事
流程，公开办理时限、明确各环节责
任人，有效疏通办事“堵点”，解决群
众“痛点”，倒逼干部职工为企服务
提质提效，在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上主动作为。加强履职风险防控，坚
持预防在先、关口前移，及时发现苗
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做到抓

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推动“小微
权力”运行监督方案落地落实，用问
责精准化保障监督效果，推进“小微
权力”运行制约监督工作向基层延
伸。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
同志表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
将以“小微权力”运行制约监督工作
为契机，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推进
清廉机关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把落实主
体责任与决战四季度相结合，确保
自然资源和规划各项中心工作和目
标任务圆满完成，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力促“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医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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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伍雅兮）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
我们要用小家的和睦撑起祖国大家
的和谐。”近日，省妇联“支持妇女之
家建设”项目——幸福家庭建设主
题讲座走进随县唐县镇紫金社区。

今年 7 月，省妇联“支持妇女之
家建设”项目在随州落地后，市妇联
创造性开展“我为妇女办实事”实践
活动，围绕建立妇女群众参与机制、
资源下沉机制和常态化服务妇女机
制进行实践探索，让“妇女之家”真
正成为凝聚妇女人心的“坚强阵地”
和妇女姐妹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
的“温暖之家”。

该项目由湖北省妇联支持，随

州市妇联协办，随州市新明新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承办。随县唐县镇紫
金社区、安居镇安居社区、厉山镇北
岗社区、新街镇凤凰寨村，曾都区南
郊街道柳树淌社区、北郊街道楚风
社区、何店镇桂华村、洛阳镇九口堰
村妇女之家、曾都经济开发区泰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妇委会，随州高
新区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
限公司妇委会等 10 个妇女之家，先
后开展了儿童安全自护教育、家庭
教育服务、幸福家庭建设、女性健
康、关爱帮扶等服务、家庭文明建
设、女职工素质提升、女职工关爱、
形体礼仪等培训讲座及实践活动
50余场次，4000余人积极参与。

省妇联“支持妇女之家建设项目”
主题讲座走进唐县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