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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3316218 3814666 迁坟公告

致随州交投金科府项目2、3、7号楼业主：

您购买的随州交投金科府项目住宅 2、3、7号楼
房屋（下称“该房屋”)已竣工验收合格，达到交付使
用条件。据双方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
兹定于 2021年 12月 12日－15日开始集中办理交房
手续，请您按照《房屋交付使用通知书》通知日期前
来随州交投金科府项目小区入口商业街办理交付
手续。如有疑问请致电咨询，电话：0722－3801388。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欢迎并期待着您回
家！

湖北交投海陆景随州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3日

遗失声明
根据吴山水系管理处与经营方

熊安兵于 2020年 4月 15日签订的解
除《鲁城河水库上游河道清淤工程
合同》协议书和承诺，鲁城河水库清
淤项目已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将存
砂处理完毕，采砂机械设备已退场。

特此公告。
随县吴山水系管理处

2021年 12月 2日

公 告
随州市长岗镇矿产开

发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
J5286000686301，基 本 存 款
账户，开户行：工行随州南
关 口 支 行 ， 账 号 ：
1805020309250999889， 声
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法
律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交付公告
尊敬的绿地随州城际空间站47地块业主：

您所购买的绿地随州城际空间站项目 47 地块
G12、G13、S2号楼的商品房，已竣工验收合格，具备
交房条件。为便于业主收房，我司定于 2021 年 12月
6 日（8:30-17:00）集中办理交房手续。请各业主按

《房屋交付使用通知书》要求携带相关资料和费用
按时前往办理房屋交接手续。

各位业主如有疑问，欢迎咨询。
咨询电话：0722-3588009
恭祝各位业主喜迁新居、万事如意！
特此公告。

随州绿地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3日

交房公告
为顺利推进文帝学校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加快

建设步伐，确保如期完成建设任务。现需迁移熊家社区
二、三、四、五、六、七组（即季梁大道以东迎宾大道以南，
胜利大道以西，文峰大道以北）的集体土地上的坟墓，涉
及坟墓的户主请于 2021年 12月 30日以前，携带本人户口
簿、身份证前往熊家社区办理坟墓迁移手续。逾期未办理
坟墓迁移手续的，将按无主坟处理。因此所造成的损失由
坟主自行承担。

联系人：朱顺洪 吕华刚

电 话 ：0722 － 3803222、13581405148（ 朱 ）、

13607289580（吕）

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熊家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1年11月26日

万正强 王 强 王立志 甘国栋 布厚伟 冯茂东 加玉计 刘 伟 刘宏业
刘泽富 克 克（藏族） 杜文清 李国寿 李德荣 杨天兵 杨光胜 杨金贵
肖诗兵 吴丕华 吴超明 何 胜 张 卫 张春霞（女） 张爱华 陈 良
陈江波 陈兴旺 陈德贵 林常伦 罗栋梁 周 峰 姜 皓 夏卫东 柴普军
钱远坤 徐 锋 徐 德 郭晓东 黄继军 崔传金 舒 敏（女） 曾 浩
谢冠林 谭志勇

林常伦

钱远坤 克 克(藏族) 林常伦 杜文清 甘国栋 吴丕华 张 卫 刘宏业
张爱华 舒 敏（女）

主 任：林常伦 副主任：吴丕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邓 仨 朱 睿 张 杰 郑海涛 姜辛辛 徐 锋 徐光喜 谭晓海 熊宗耀

杜文清 吴丕华 张 卫 刘宏业

中国共产党随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主席团成员名单
（共4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2021年 12月 3日中国共产党随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随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秘书长名单

（2021年 12月 3日中国共产党随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随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共11人）

（2021年 12月 3日中国共产党随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随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名单

（共10人）

（2021年 12月 3日中国共产党随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随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副秘书长名单

（2021年 12月 3日中国共产党随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林超）在
“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第四个“宪
法宣传周”来临之际，12 月 3 日，我市
在文峰塔广场举行 2021 年“12 · 4”国
家宪法日、法治建设宣传月暨“反诈防
骗处非”专项法治宣传进社区启动仪
式。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卫，副市
长、市公安局长柴普军参加。

本次活动是落实“八五”普法工作
的一项重要举措，由市委全面依法治
市办、市委宣传部、市普法办、市公安
局、市司法局、市总工会、市地方金融
工作局联合主办，曾都区相关部门单
位承办。活动旨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法

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
威，推动全市形成良好的尊法、学法、用
法、守法氛围，为我市“汉襄肱骨、神韵随
州”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社区、学校、
企业等赠送了法治宣传书籍、资料。启
动仪式后，大家参观了法治书法展，市
民就与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知
识、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进行了现场咨
询。

据悉，今年的法治宣传月活动采取
“主场活动+主题活动”方式进行，除本
次主场活动外，后期还将开展法律进农
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
军营、进网络等七大主题活动。

我市开展法治建设
暨“反诈防骗处非”宣传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肖吟秋、周晶
晶）12 月 3 日上午，在国家宪法日暨全
国法治宣传日来临之际，市房产市场管
理所组织工作人员前往碧桂园小区开
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主
题的法治宣传进小区活动。市场所工作
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标语、设置法治宣传

点、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与业
主面对面交流，讲解房产法律法规和购
房办事指南。针对业主提出的小区物业
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工作人员耐心详细
解答，帮助业主分析问题的原因，指引
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这次活动普及了
房地产相关法律知识，让大家受益匪
浅。

市房产市场管理所法治宣传进小区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讯
员朱春、孙秋菊）11 月 29 日，在曾都区
府河镇冯家畈村一组罗楚才门口堰前
看到，原先面积狭小、淤塞严重的堰塘
经过修整面貌焕然一新——堰塘堤梗
宽阔、蓄水量显著增加，当地群众抢抓
时机及时引水入堰，目前已蓄满了水。
这是全市水利和湖泊系统未雨绸缪，
全力抓好冬春蓄水保水的一个缩影。

进入冬季以来，我市降水明显偏
少。市水利和湖泊局提前研判，未雨绸
缪，尽早行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蓄
水保水，为全市生产、生活、生态用水
提供坚实的水资源支撑。截至 12 月 1
日，全市总蓄水 14.46 亿方（有效蓄水
12.42 亿方），比多年同期多 37%，其中
大中型水库现有蓄水 9.95 亿方，小型

水库 2.20亿方，塘堰 2.31亿方。
千方百计抓好工程蓄水保水。市

水利和湖泊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
化协调调度，督促各地、各水管单位在
严管现有蓄水、杜绝水资源浪费基础
上，抓住每一轮降水时机，及时组织发
动群众，引水入库入堰，全力做好蓄水
保水工作。同时，采取拦、引、蓄的办
法，组织机械提取水灌塘，为明年春播
生产和群众生活用水备足水源。

科学调度水源。该局要求全市所
有大中型水库开闸放水前，必须先申
报用水计划，审批后再行调度。同时继
续实行“三个严禁”，严禁水库除险违
规弃水施工，严禁水库电站弃水发电，
严禁水利建设弃水改造堰塘，有效控
制水源流失，减少水源浪费。

该局抢抓冬春有利时机，加快水
利工程建设步伐。抢抓进度，加大投
入，加快推进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灌区
节水配套改造、水毁工程修复和堰塘、
泵站维修等水利工程建设，为农业生
产打牢坚实的工程基础。截至目前，全
市水毁的 28.6 公里农村供水管网、12
处水闸已全部修复，并修复 98.92 公里
灌溉渠道、12 座水库、28.6 公里堤防、
725 口堰塘、311 处垱坝、145 座机电泵
站、1座水电站等水利设施。

切实加强节约用水。市水利坚持
“以水而定、量水而行”要求，科学编制
用水计划，并及时向地方政府和农业、
应急等部门通报，适时调整
种植结构，确保有限的水资
源发挥最大效用。积极推进

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
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提高用水效率。同时，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报纸、网络、电视等新闻媒
体，号召全社会珍惜水资源、节约用
水。

市水利和湖泊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坚持早安排、早部署、早行
动，主动加强与农业农村、气象、水文
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密切关注天气动
态，强化水库安全管理，组织各地加强
蓄水保水，做到科学管水、合理调水，
节约用水，全力保障生活供水和春灌
备耕农业生产用水。

初冬时节，走进曾都区府河镇枣树坳村特色水
产养殖园区，只见鱼塘均匀分布在田野间，微风拂
过，波光粼粼的水面泛起片片涟漪。脱贫户师得发
在塘边忙着给鱼喂饲料，他将鱼饲料投入自动喂
食机，原本平静的水面泛起波澜，鱼儿们争先恐
后地抢食吃。“在这做零工，方便照顾家里，一个月
能拿到 1200 元的工资。”师得发表示对这份工作很
满意。

枣树坳村农民专业合作社水产养殖基地位于
府洛公路旁，占地 80 亩，地势平坦，集中连片，方便
管理。“该项目设施投资近 30 万元，以‘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由合作社负责统筹经营管理，通过
土地流转，带动村民参与，采取统一培训、统一供
种、统一标准，减少农户养殖成本，降低养殖风险，

年底将按照实际收益进行分红，提高村民水产养
殖的积极性。”枣树坳村党支部书记刘问华介绍。
据了解，枣树坳村水产养殖基地还专门设立 6 个
公益性岗位，让家庭困难的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
业。

基地目前主要养殖草鱼和黄骨鱼，共投放草
鱼苗 6820 斤，黄鱼苗 2415 斤。刘问华说：“我们以
纯天然绿色植物如青草、芭蕉叶、红薯叶等作为饲
料养鱼。目前是按照草鱼每斤 10 元，黄骨鱼每斤
12 元售卖，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另外，鱼塘通过安
置投料机、增氧机等设备，使鱼苗成活率达 95%以
上，今年预计可盈利 20万元左右。”

除了纯天然的特色喂养，枣树坳村水产养殖
基地还建设了现代化智能监控设施。笔者走进基

地看护房，看到十几个显示屏分布在周围，管理员通
过显示屏能够实时监测鱼塘动态。驻村工作队员何
新超介绍：“鱼塘中心位置安装有 360°全景摄像头，
对基地实行无死角监控。另外，鱼塘养殖智能监控具
备联机功能，村干部通过手机就能随时察看基地情
况。”

“下一步，我们将以建设垂钓基地为起点，着力
建设特色民宿、休闲垂钓等旅游设施，构建一体化生
态旅游基地。并继续以技术带动产业发展，打造‘精
养’模式，将水产特色养殖逐步打造成为枣树坳村的
一大产业，既稳步提高农民收入，也助推经济社会发
展，带领更多村民走出一条生态、健康、可持续的小
康道路。”刘问华说，枣树坳村“两委”已规划好下一
步发展方向。

“这么大个儿，少说也有 6斤重！”初冬的清晨，
随县均川镇解河村村民毛新明拎着一个刚从地里
拔出来的大白萝卜，脸上洋溢出丰收的喜悦。毛新
明跟大家算了一笔账：“我家有两亩地，今年全部种
了白萝卜，亩产 15000 斤，按每斤五毛的价格，每亩
收入 7500元。”

在均川镇解河村，很多农户和毛新明一样种植
白萝卜。该村党支部书记徐海波介绍，解河村常
住人口不多，村里大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如何

让村里有限的资源产生价值，让留守群体在家门
口创造财富，村“两委”一班人可是花了不少心
思。

被均河环绕的解河村，山场面积小，只能在耕
地上找突破口。通过几年摸索，村“两委”发现，解
河村土地种出的白萝卜不但爽口多汁，而且个头
大、产量高。在村“两委”的带动下，目前该村白萝
卜种植面积达 70余亩。

因为食用与药用价值并存，萝卜成为中国老

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均川镇解河村出
产的白萝卜，因为品相好、口感佳，引得餐饮业和生
鲜超市争相采购。2019年，解河村与本土知名企业随
州金船食品有限公司达成供货协议，种植的白萝卜
由金船食品收购，制成风味独特的泡菜，产品远销韩
国。

“现在，咱小山村的白萝卜，不但不愁销路，还漂
洋过海，走出了国门！”谈起村里的“萝卜经济”，徐海
波喜形于色。

府河镇枣树坳村 奏响渔业“圆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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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日报通讯员 晓萱

均川镇解河村 冬令时节萝卜俏
随州日报通讯员 朱国勇 王思超

夯实生活生产水资源支撑

碧水长清 品质水利

市水利和湖泊局多措并举抓好蓄水保水

(上接第一版)
聚焦为民服务“堵点”，以下沉党

员干部为主体组建 700 余支志愿服务
队，开展妇女儿童维权、防电信诈骗等
26 个“贴心牌”服务项目，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米”。一批“红管家”活跃
在网格、小区、楼栋，力量在小区沉淀、
矛盾在小区化解。

深化拓展“访议解”“逢四说事”，
全面推广村务协理员制度、“三治”融
合的“一约四会”制度，推动乡村治理
与城市治理同频共振，着力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和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
系。

强基固本，砥砺奋进担当使命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我市坚持
全域推进、全域提升，推动基层党组织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在村（社区），大
力实施“红色头雁”培育工程，党组织
带头人学历、年龄实现“一升一降”；在
机关，以“红旗党支部”创建为抓手，推
动机关党建走在前列；在高校、公立医
院等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党委领导下
的校（院）长负责制，党组织把方向、管
大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充分彰显；在

“两新”组织，共选派党建指导员 600
余名，党建引领“两新”组织蓬勃成长。

党建引领，一呼百应；党群联动，众
志 成 城 。 全 市 4383 个 基 层 党 组 织 、
104167 名党员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抗洪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中
奋勇争先、担当作为。

在抗疫斗争中，5.8 万余名党员干
部挺在最前线、干在最险处，全时段值
守、全方位防控，鲜红的党旗在疫情防
控一线高高飘扬，党徽在疫情防控最前
沿闪闪发亮。

在脱贫攻坚战场，共选派驻村工作
队 897 个、驻村干部 2900 余名，全力攻
坚拔寨。今年第三轮派驻，共向 658 个
行政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658 名、工作
队 561 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
村振兴。

聚焦乡村振兴，以党建为引领、以
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重点，探索推进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有力推动了新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在全省率先建立村集体收入与村干部
报酬挂钩制度，“空壳村”全面消除，年
收入超 5万元的村占 98%。

从严治党，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五年来，我市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以抓铁有痕的决心、踏石留印
的韧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

引向深入，全市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党
心民心明显提振，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规范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
会、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
生活制度，推动广大党员在严肃认真
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淬炼党性。

认真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
把政治关、廉洁关、素质能力关，把公
道正派作为核心理念贯穿选人用人全
过程，“严”字当头、“实”字托底，大力
选拔使用心正崇实的“三为”干部。

紧扣“两个维护”根本任务，严明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加强对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以及“三新一高”、三大攻坚战、疫
情防控、安全生产、营商环境等重大决
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不断推
动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精准化。

狠抓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精神落实，驰而不息纠治“四风”，严肃
查处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
规发放津补贴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靶向施治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
差、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等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不断为基层减负
松绑，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
化，新风正气更加充盈。

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
之风，严肃查处并纠正发生在扶贫、民
生资金、“三资”管理、教育医疗、养老
社保、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问题 1161
个，以铁的纪律维护群众利益。深挖
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处理
党员干部 298 人，留置 25 人，移送司法
机关 22人。

狠抓“三不”一体推进，扎实开展
清廉随州建设。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
压态势，聚焦权力集中、投资密集、资
源富集的领域和环节，严肃查处了一
批腐败案件。同时，扎实做好以案促
改“后半篇文章”，深入开展普纪普法
教育、警示教育，加强清廉文化、清廉
家庭建设等，不断提高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综合效应。

坚持实事求是，精准运用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
来”，出台容错办法，先后对 47人容错、
44 名干部澄清正名，激励干部干事创
业、担当作为，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
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历史和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建设
是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
法宝。踏上新征程，随州全市上下将
以党建为引领，团结一心、勇担使命，
争当“四个示范”，奋力谱写“汉襄肱
骨、神韵随州”建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