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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3316218 3814666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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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巍遗失《残疾证》，证号：42900119960603161544，声明

作废。
随州市军杰钢化玻璃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

各一枚，原章名称分别为：随州市军杰钢化玻璃有限公司、随
州市军杰钢化玻璃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随州市军杰钢化玻
璃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随州市曾都区春阳货运部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
号：421302100481，声明作废。

汪仙豪遗失鄂 SS9N56 车辆客运线路牌，经营线路为：六
一村——蔡河镇。鄂交运管许可客字鄂 S843564 号，声明作
废。

随州市第二中学不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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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80482，金
额：￥6700.00元，声明作废。

湖北晟泓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单位公章(湖北
晟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
法 人 章 ( 施 瑞 印)，账 号
42050181366209159999，开户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随州曾都支行，特声明作废。
遗失期间所造成的一切风险由
本单位自行承担。

2021年 11月 1日

遗失声明

10 月 27 日，走进广水市广水街道土
门村，宽阔的水泥路映入眼帘，五彩墙绘
从农家院落跃然而出，房前屋后绿意盎
然。

“ 村 里 以 前 可 没 现 在 这 么 干 净 清
爽！”土门村党支部书记姚明义感慨。他
说：“就拿河边的文化广场来说，过去就
是个露天垃圾场，臭气熏天，谁都不愿意
靠近，后来村干部和村民们一起，连续干
了好几天，把几人高的垃圾全部清运出
村。大家又集思广益，对这里进行景观
设计，才有了眼前绿树环绕、繁花似锦的
美景。”

乡村振兴，卫生先行。土门村筹集
资金 316 万元，疏通整治了 1000 米河道、
拓宽硬化了 3000 米村道、整修扩建了 3
口塘堰。统一在卫生死角建花坛、路边
旧墙绘新画，倡导家家户户种花养草、装

饰庭院。“环境变好了，以前很多不支持
环境整治的村民，态度也有了 180度的大
转变。”姚明义说，“村里一对 80多岁的夫
妇，常年靠捡木柴烧火做饭，一度是杂物
堆放的‘钉子户’，看见村庄越来越整洁，
老人主动搬走了堆放的杂物，还说‘不能
因为我们影响集体荣誉’。”

“房前屋后搞干净，自己看着心里敞
亮，做得好还有奖励呢！”村民闵秀英
说。村里实行农户包垃圾清理、包杂物
整齐、包杂草清除、包环境美化的“四包”
责任制，成立了文明卫生理事会，每月由
村民相互对各家各户的环境卫生进行评
比，由村“两委”对评选出来的洁美家庭
挂花绶带、拍照上榜，并奖励每个获奖户
一条毛巾和一桶清洁液。现在，土门村
成为广水市“最洁美村庄”新样本。

在广水市，像土门村这样的村庄还

有很多。近年来，该市持续开展“五清一
改”行动、村庄清洁行动和“百日攻坚”行
动，清理垃圾、沟渠、塘堰，整治残垣断
壁，通过环境整治，致力打造生态宜居家
园。设立“村庄清洁日”，每月第一周星
期五组织全村村民集中大扫除，巩固提
升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成效。

当日，走进骆店镇联兴村，古朴的乡
土气息扑面而来，村道两旁的风景树木
挺拔俊秀，徽派建筑民居灵动不失典雅
……整个村子充满浓郁的自然田园景
色。

“乡村之美，贵在环境。”联兴村党支
部书记胡明航介绍，过去联兴村的生活
垃圾随意丢弃，生活污水乱排乱放，严重
影响了村容村貌。现在，全村拆除乱搭
乱建 38处，新建高标准公厕 5处，配置垃
圾桶 160 个，配备环卫工 15 名，实现生活

垃圾集中转运无害化处理和雨污分流，
村容村貌大幅改善。

“环境提升了，如何保持？需要村民
的维护，更需要乡风文明的带动。”胡明
航说，建设美丽乡村，更要形成乡风文明
新风尚，不仅要有“面子”，还要有“里
子”。

在联兴村村民生活垃圾治理评比公
示栏上，每家每户每月得分一目了然。
胡明航介绍，该村卫生评比先由农户自
评、代表评议，最终由村民组成的环境卫
生理事会进行终评和公示，完全由村民
自治来带动环境卫生的保持。

“如今联兴村旧貌换新颜，村洁景
美。”骆店镇党委书记冯章辉表示，骆店
镇将以联兴村为示范点，继续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激励更多乡村“蝶变”成美丽
村。

秋意正浓，穰穰
满家。眼下正值尾期
银杏叶采摘季，在曾
都区洛阳镇的林间地
头，农民们正热火朝
天地采收着银杏叶。

洛阳镇是曾都区
银 杏 的 主 要 种 植 区
域，有“全国银杏第一
镇”“中国银杏之乡”
的美誉。10 月 29 日，
站在该镇同兴村的山
头望去，一排排挺风
而立的银杏树映入眼
帘，六七十名农民错
落 有 致 地 分 布 在 林
间，他们头戴草帽、手
持麻袋，正忙着摘采
银杏叶。

银杏被誉为植物
界的“活化石”，其叶
经过加工后具有活血
化瘀，通络止痛，敛肺
平喘，化浊降脂的功
效。近年来，随着各
国医学界和化学界科
学家对银杏分析研究
的逐步深入，银杏叶
逐渐成为中外瞩目的
重要医学原料。

“近些日子，昊天
银杏农民专业合作社

动员基地周边村民来帮忙采收银杏叶，我们每人一
天能收 300来斤，大概有 300块钱的收入。”农户方亚
雄说，“以前这一块是荒山，地都没人种，最近几年在
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山变绿了，我们的荷包也慢慢鼓
起来了。”

随州市昊天银杏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德兵
说：“我们合作社年产干银杏叶 2000余吨，年产值达
2000 万元，已累计带动周边 1 万余人次就业增收。”
走进昊天银杏烘干厂，机器轰鸣声渐入人耳。进入
厂房，只见工人们身着工装，容光焕发，各自在岗位
上忙碌。“银杏叶采收后，合作社向群众收购，并联
系厂家进行加工产销。”厂房负责人介绍，“在政府
的协调指导下，近年来银杏叶的质量得到显著提
升，今年由于各方面影响，尾期银杏叶广受海外客
户青睐，我们采收加工期也因此延迟，现在这批产品
大多销往欧洲国家，预计出口值可以达到 1000万元
以上。”

洛阳镇林业管理站负责人吴小波介绍，为了助
力曾都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试点县建设，
该镇积极推行“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种植模式，建立农企利益联结机制，辐射带动周
边群众参与银杏基地建设，不仅推动了产业发展，
还大量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厂务工，帮助他们增
加收入。

每天清晨 6 点左右，家住随县万福店集镇的陈玲
便早早起床，采购好酒店要用的蔬菜后，便驱车 10 分
钟赶往凤凰山村凤凰人家酒店，开始忙碌。

“酒店由凤凰山村村委会建设，我也投资 2万元入
了股，平时既当服务员，也是采购员，每月拿 3000元工
资，年底还有分红。”说起工作，陈玲腼腆一笑，“自己当
股东，总想着多做点事！”

酒店里，像陈玲这样的既是股东又是工作人员的
就有六七人。“酒店今年 1 月开始试运营，每天平均纯
收入一千余元。”凤凰山村妇联主席何凤姣说。笔者在
凤凰人家酒店看到，一期的酒店民宿、餐饮部、接待中
心、生态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已建设完工，二期的农垦文
化展厅、多功能报告厅、农耕体验区、乡村电影院、露天
泳池、室内健身房等设施正处于后期装修设计阶段。

近年来，凤凰山村大力实施红色引擎、头雁工程，推
行支部引领干、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的“三干”模式，
创办了黄桃、苗木等特色产业基地，投资建设了生态农业
观光项目，吸纳当地 186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3月中旬，与生态农业观光项目配套的‘四季花海’项
目开工建设，计划围绕‘四季赏花’主题，设置多样化的娱乐
体验项目，并逐步发展婚纱摄影等业务，把美丽生态资源转
化为美丽经济。”何凤姣介绍，花海基地的网红草已经投入
运营，目前正在移栽海棠、紫薇。项目建成后，凤凰山村将成
为兼具观赏性、产业性、生态性的乡村旅游综合体。

产业“旺”了，村民腰包也鼓了。2020 年，该村人均收
入达 21420 元，村集体经济 55 万元，由之前的旱包子、乱
岗子、穷窝子变身为“粮袋子”“美寨子”“金窝子”，实现了
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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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水市 人居环境整治刷新乡村“颜值”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温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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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
玲、通讯员周春梅、唐心敏、程兴
容）10 月 28 至 29 日 ，随 州 市
2021 年卫生应急暨新冠肺炎防
控技能竞赛在随县举行。

本次竞赛由市卫健委和市
总工会主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承办，旨在进一步巩固我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果，科学精准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此次技
能竞赛共有随县、广水市、曾都
区、随州高新区、大洪山风景名
胜区以及市疾控中心等 6 支代
表队 30 余名队员参赛，主要考
核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和应急
处置专业技能。

本次竞赛设置应急流调、实
验室检测、消杀监测 3 个专业，
竞赛内容分为理论测试、技能
操作、桌面推演、队伍集结及
生存能力考核 4 个部分。考核
内容涵盖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
和应急处置专业技能，突发急性

传染病基本理论和知识，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相关知识；突发急性
传染病疫情监测和预警，风险评
估和风险沟通，现场调查和应急
处置；突发急性传染病现场工作
个人防护，标本采集运输、检测
与结果判读和生物安全；消毒技
术与监测评估等。

市卫健委负责人介绍，竞赛
活动既是认真贯彻《省防控指挥
部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全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培训演练》的拓
展和延伸，又是锻炼与检验全市
卫生应急暨新冠疫情防控队伍、
提升疫情防控能力的举措。通
过开展此次卫生应急技能竞赛
活动，对激励全市疾病预防控制
卫生应急专业技术人员钻研业
务、岗位练兵，提高疾病预防控
制卫生应急队伍突发事件的处
置能力，提升现场应急处置水
平，科学精准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小
斌、蔡春琴、庄锐）10月 29日，由
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
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冠名，广水市人民政府、广水市
卫生健康局、广水市第二人民医
院承办的中华“2021 健康快车/
工银光明行湖北广水行”白内障
手术正式实施，来自天津医科大
学的眼科专家为广水市困难白
内障患者免费开展白内障摘除、

人工晶体植入等手术治疗。
据介绍，“健康快车/工银光

明行”项目是广水市委、市政府
2021 年为民办实事的重点民生
工程之一。当日，“健康快车/工
银光明行”手术项目在广水市第
二人民医院正式启动，为第一批
16 名患者完成治疗。在接下来
的 2 个多月时间里，眼科专家将
为广水市 1200 例白内障患者实
施白内障复明手术，帮助患者重
见光明。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程
淇、通讯员朱青）“感谢检察机关
和多方的共同努力，帮我们把企
业做得更规范了。”10 月 22 日，
在广水市一风机企业合规建设
座谈会上，该公司负责人恳切地
说。

当天，广水市人民检察院携
手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金
林，走进该公司，就企业合规建
设和风机行业综合治理相关问
题“把脉问诊”，为本土民营企业
开好“药方”。“这件事如果得不
到妥善解决，不仅会影响公司经
营，造成客户流失，还可能延误
上市。”公司负责人说。该公司是
广水市风机制造龙头企业，涉嫌
一起案件。广水市人民检察院工
作人员围绕案后公司的发展、管
理和决策等“把脉问诊”。

如何为风机行业排忧解难？
广水市检察院党组书记徐化成
结合检察职能以点带面，细致

“把脉”风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和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对有关行
政单位的诉求等，力求从法律监

督、法治思维培养等角度为广水
市风机行业定制雪中送炭式服
务。

“检察机关用心用情地对公
司企业合规建设进行了多次指
导，颇有成效。”该风机公司法律
顾问感慨。连月来，公司从制度、
管理和道德等层面痛定思痛，就
企业合规标准与检察机关多次
沟通，经 10 余次修改完善，制定
了《企业合规计划》《合规管理制
度》《合规倡议书》等文书。

“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人
才培训，建议多‘走出去’学习取
经”“对于有优势的领域，也要时
常 反 思 是 否 经 得 起 合 规 的 检
验”…… 陈金林“量体裁衣”，给
予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该公司的企业合规建设实
现了好的开局，搭建了有效的制
度框架。”徐化成表示，将继续加
大服务力度，深化检校合作，建
立企业合规样板，为企业合规建
设赋能，帮助风机行业增强核心
竞争力，为广水“风机名城”建设
贡献检察力量。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吴良
登）近日，随县唐县镇在紫金文
化广场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应急演练，提高疫情防控实战
能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本次演练由唐县镇疫情防
控指挥部主办，镇中心卫生院、
镇派出所、镇武装部及镇区 4个
居委会等单位共同参与。

演练现场设置了等候登记
区、采集区和临时隔离区。安
排了测温扫码、信息登记、维

护秩序、采样、消杀、样品转运
等，居民每人间隔 1 米，在工作
人 员 引 导 下 有 序 进 行 核 酸 采
集。演练过程中，各部门反应
迅速、配合密切、衔接顺畅，高效
有序，顺利完成各个环节的实
战演练。

此次实战演练检验了唐县
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协调作战能
力，促使防控各项工作做实、做
细、做透，进一步筑牢了疫情防
控“安全墙”。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洋雨）
日前，随县小林镇疫情防控指挥
部带领镇卫生院、派出所、上天梯
居委会等单位举行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区域管理应急演练。演练
按照精准流行病学调查，科学划
定中、高风险区，根据风险人群不

同分类实施区域防控。演练过程
中，按照中高风险区管理要求，在
府前小区相关区域路口设立卡
口，仅保留必需的出入口，卡口有
专人值守，对出入小区者全部进
行扫健康码、行程码、测温、登记
后方可放行。

市卫生应急暨新冠肺炎防控
技能竞赛举行

广水市检察院
携手法学专家送服务进企业

“2021健康快车/工银光明行”
白内障手术走进广水

唐县镇以练促防
扎实开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小林镇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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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一流 争先创优

凤凰山村 产业旺促“凤凰涅槃槃”
随州日报通讯员 王欢 张小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高萱）近日，随县
新街镇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在新街镇邮
政储蓄银行附近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找不到回家的路。

接警后，新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
现场，经初步询问，发现老人存在耳
背、语言表达有些障碍的情况，无法向
民警提供准确信息。民警在安抚老人情

绪的同时，向周围群众了解情况，并将
老人的照片发送到新街镇相关工作群，
组织各村各部门进行辨认，但一直没有
得到反馈消息。

随后，民警通过人像比对、请求县局
情报信息部门支持等途径，希望能获取
相关信息，但均查询无果。细心的工作人
员把目光转向老人所带的大包小包的行

李上，经过老人同意后，通过检查行李，初
步判断老人可能来自三个地方：枣阳市、随
县小林镇、桐柏县新集乡，这几个地址都跟
桐柏县高度关联，于是新街民警迅速与桐
柏警方取得联系，并通过微信将老人的照
片发给对方。民警在等待消息的同时，通过
不断与老人打手势等方式沟通，也终于获
得了一些有用信息，经桐柏警方的认真排

查，很快确定了老人的身份：老人姓李，是
河南省桐柏县新集乡人，患有老年痴呆
症、帕金森病。

根据桐柏警方提供的联系方式，民警
将老人送到家住随县万和镇的女儿刘女
士手中。看到老人平安归家，刘女士心里
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对民警真诚的服
务、暖心的行为连声称赞。

八旬老人迷失街头 暖心民警送其回家

近日，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长岗镇庹家村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干部群众对全村堰塘进行集中清淤加固，夯实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抗旱保丰收能力。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李文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