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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3日

日前召开的市委五届五次全会，
吹响了决战四季度、决胜全年度的号
角。我们要统一思想认识、坚定信心
决心、勇毅克难前行，以“拼抢实”精
神冲刺年度目标任务，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在随州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

决战四季度、决胜全年度，最重
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
心。今年前三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内外发展环境，全市上下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认真落
实一系列稳经济政策和举措，持续
巩固经济平稳回升势头，全市经济
整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但我们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经济运行还
有不少困难和挑战，补短板强弱项

的方面还有不少，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仍面临不少挑战和压力，需要付出更
加艰苦的努力。

现在距离年底交卷不到一个月时
间，已进入冲刺的关键时候。当务之
急，就是要坚持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动力，把党的二十大的部署
和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
方面，切实转化为决战决胜全年目标
的精神动力和具体行动。

聚焦全年目标任务持续加力。充
分认清当前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抓
住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期，对各项任
务进行再细化、再量化、再责任化，层
层分解落实。各级各部门要积极发挥
职能作用，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全过
程、全方位的协调服务，从快从速解决

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
聚焦稳住经济大盘持续加力。加

紧运行调度，抓住当前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集中显效的窗口期，聚焦重
点领域、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精准施
策，全力以赴确保各项工作往前赶、能
达标、超进度。

聚焦扩大有效投资持续加力。加
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项目
建设对就业、物流、原材料、酒店餐饮
等行业的拉动作用，确保投资量、实物
量、工作量“三量齐增”。持续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
加快实施，不断夯实经济稳定向好的
基础支撑。

聚焦消费恢复提振持续加力。提
振新能源汽车、商品房、绿色智能家居

等大宗消费和餐饮、零售消费，激活文
旅消费，加快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充分
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聚焦巩固提升外贸优势持续加
力。细化落实国家推动外贸保稳提质
13 条政策，稳住外贸较好态势，开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南美等
海外市场，在专汽出口上实现新突破、
找到新蓝海。

号角声声，催人奋进。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市委五
届五次全会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以“拼抢实”精神冲刺四季度，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加快打造城乡融合发
展示范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随州篇章！

——四论贯彻落实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

以“拼抢实”精神冲刺全年目标

神农风

“家家养黄牛，户户种牧草，牛粪
种庄稼，秸秆变饲料，山上山下牛满
坡，线上线下牛肉俏！”走进随县吴山
镇联建村，村民个个都会唱这段顺口
溜。

联建村地处吴山镇西北部，版图
面积 28 平方公里，其中山场林地面积
24000 亩，水面 8000 亩，全村共计 428
户 1758人，耕地面积仅 1712亩。

为克服人多地少的“短板”，发挥
山 场 面 积 大 的 优 势 ， 2017 年 ， 村

“两委”一班人决定在 24000 亩山场
上动脑筋：广袤的山场是牛羊的天然
牧场，本村人历来就有放养“天牛”
的习惯，成立养牛合作社，将各家各
户散养的黄牛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
养殖，打造养殖——管理——销售一
条龙服务，让养殖户“报团取暖”，
既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又能为群众增
收。

于是，村“两委”一班人迅速出台
了“能人返乡创业”优惠政策，吸引在
外创业能人沈义成返乡创业，投资
600 余万元成立了黄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成功注册了“牧枣牛”，创立了属于
自己的生态黄牛品牌。公司利用电商
平台，开启网络销售模式，形成了线上
线下一体化销售格局，大大提升了本
地生态黄牛的品位和价值，每年吸纳
20余名贫困群众就业，带动 60多个养
殖大户发展生态黄牛养殖业，开启群
众增收致富“绿色银行”。

2022 年初，为进一步壮大村集体
经济，村“两委”一班人牵头，党员群众
主动参与，组建联建村乡村人民公司，
成立了“春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该公司以“牧枣牛”品牌为依托，
大力发展生态黄牛养殖，今年已经存
栏优质生态黄牛 1200 头，预计今年出
栏黄牛 300 头，仅牛肉出售价格差一

项就可增收 18万元，60户养牛户价格
差每户增收 3000 元。2022 年 9 月，公
司投资 80 万元购买品种改良公牛 12
头，为农户养牛品种改良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改良后的良种幼牛每头可增
收 1000元左右。

2022 年 4 月，公司流转土地 200
亩建设牧草种植基地，种植优质高产
速生牧草。该牧草生长周期短，30 天
的生长期就可以采割一茬，年可青储
饲料 600 吨，干储饲料 200 吨，为生态
黄牛养殖户提供了优质饲料资源，基
本解决了公司 1200 头生态黄牛购买
饲料难、成本高、利润小的问题。同
时，帮助本村 30 余户困难群众上岗就
业，带动村集体增收 10万元。

2022 年 6 月，公司投资 20 万元
购买了配套的牧草收割机、牧草粉碎
机、牧草打包机，农忙时将周边农户
的农作物秸秆收购起来，处理成为牛

羊饲料，包装储存。这样一来，既杜
绝了秸秆焚烧，又为村里增加了加工
服务收入，每年增加饲料加工销售收
入近 12万元。

“乡村人民公司的股东都是本乡
本土的农民，公司发展壮大后也没有
忘记困难群众，为了带动困难群众致
富，公司免费为村里粮食种植户提供
牛粪等价值 3万余元的有机肥 1000余
吨，推动种植业发展的同时，也大大提
升了循环利用的效能。”联建村党支部
书记、主任杨青文说。

目前，联建村已初步形成以牛为
主的群众致富、村集体增收的庞大“产
业链”。家家户户养殖生态黄牛、山上
散养牛羊、山下种植牧草、生态黄牛肉
销售、牛粪转化为农家肥、农作物秸秆
集中收购粉碎为牛羊饲料……有力地
促进了“三清两建一提升”工作和乡村
振兴工作的整体推进。

初冬时节，在随县唐县镇十里村，
过去撂荒的“闲田”里如今是绿油油的
油菜和熙熙攘攘的麦苗，长势十分喜
人。

“今年我们村把这一片的撂荒地
收起来，种了油菜和小麦，刨去各种费
用，明年一亩地预计净收入 500 元，50
多亩起码要增收 2.5 万元。”该村党支
部书记邢鹏程向前来检查督办的镇纪
委同志盘算开荒的收成。他说，“头一
年的成本相对高点，往后不用挖机开
荒，机械成本就便宜了。”

同样，在唐县镇鲁城河村，该村乡

村合作公司种植的紫薯也喜获丰收，
往年的撂荒地翻耕种植后实现亩产紫
薯近 4000 斤，亩均收入达 3600 元，当
下村民们正在忙着收获紫薯。

“因为一些村民长期在外打工，让
村里近 70 亩土地长期抛荒，以前怕村
民扯皮，一直没有处理。”鲁城河村党
支部书记刘海江说,“今年镇纪委发现
问题后，对我们进行提醒督办，我们也
下决心进行全面清理，借助乡村合作
公司收归集体经营耕种，既完成了消
荒任务，村集体也增加了收入！”

今年，唐县镇作为随县政治生态

分析研判试点乡镇，该镇纪委聚焦“国
之大者”，把撂荒地和“非粮化”“非农
化”整治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针对撂
荒地清理浮于表面、落实不力等问题，
该镇纪委于今年 7 月对 3 个行政村下
发《督办函》，责令限期整改，全面摸排
统计撂荒地和冬闲田，并对 3个村 6名
村干部进行提醒谈话，进一步压实工
作责任，推动整改落实。

曾经撂荒地，如今丰收田。在该镇
纪委监督推动下，该镇将清理出来的
撂荒地通过乡村合作公司和引导种粮
大户种植等方式，推动撂荒地种满种

足，并结合本地实际推广种植了红薯、
油菜等农作物，不仅完成了撂荒地清
理任务，还为集体经济增加收入，实现
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谈到此次撂荒地清理监督工作，
该镇纪委书记黄骏表示：“撂荒地清
理整治是贯彻落实党中央耕地保护和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决策部署，作为
乡镇纪委，将继续主动作为，破除撂
荒地清理整治工作‘中阻梗’，以精准
有力的监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确保‘农地姓农’‘粮田种
粮’。”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流 见习记者 陈巧巧 通讯员 周伟 王光赋 符娟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琴 通讯员 叶全武

随县唐县镇:曾经撂荒地 如今丰收田

吴山镇联建村：一头牛“链”就乡村振兴路

针对目前复杂严
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连日来，随州市卫生
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
持续开展疫情防控专
项监督检查，督促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落实
各项院感防控措施，
压紧压实医疗机构防
控主体责任，筑牢筑
实疫情防控防线。图
为 11月 30日，该局督
查组在随州高新区医
院查看预检分诊设置
及登记台账等情况，
督导医院把好院感防
控关，让群众放心就
医。

（随州日报全媒
记者陈巧玲、通讯员
王亚萍摄）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
诗、通讯员程海威）近日，市委常
委、副市长黄继军到随县高城镇宣
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调研乡村振兴
工作。

在高城镇龙王庙村，黄继军用
通俗的语言、翔实的数据、鲜活的
案例，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系
统宣讲和阐述，引发了现场县、镇、
村干部的强烈共鸣。黄继军还实地
察看了该村香菇种植基地和通村
公路建设情况，听取了镇、村两级
乡村振兴工作及市税务局、市机关
事务服务中心、市水文局驻村帮扶
工作情况汇报。在鸿发公司，黄继
军察看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了解

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及
下一步发展规划，现场协调解决企
业资金周转、用地手续办理等困难。

黄继军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要原原本本、逐
字逐句学，结合实际学、带着问题
学，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要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加强普惠性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道路、水利、电力、
通信等基础设施；注重发展特色产
业，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村民共
同富裕；扎实开展共同缔造活动，发
动群众参与，共建美好环境、共创幸
福生活。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
讯员蒋梦晓）日前，首届“寻根溯廉”
炎帝勤廉文化研讨会征文评选结果
正式揭晓。

为深入挖掘、研究和弘扬炎帝
勤廉文化，大力推动新时代廉洁文
化建设走深走实，由随县县委主办，
随县纪委、随县县委宣传部联合承
办的首届“寻根溯廉”炎帝勤廉文化
研讨会征文活动于今年 7 月起面向
全国征集论文。本次征文活动以“传
承炎帝精神 弘扬勤廉文化”为主
题，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专家
学者、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共收到

来自湖北、湖南、河北、天津、安徽、
河南、江苏、江西、福建、四川等 14
个省（市）的 200 余篇参赛论文。参
赛者既有庙堂之上的专家学者，也
有植根民间的文化名人，还有全国
各地的党员干部、退休人员、老师学
生等社会各界人士。经评审委员会
严格评审，评选出一等奖 2 篇、二等
奖 5篇、三等奖 10篇、优秀奖 13篇。

据悉，活动主办方将适时举办
首届“寻根溯廉”炎帝勤廉文化研讨
会，届时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及
论文获奖代表参加，并开展理论研
讨和实地考察。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光耀、王
琦）近日，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全
市应急安全体验（训练）场馆调查摸
底和分类分级评估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各成员单位认真做好全市
应急安全体验 （训练） 场馆调查摸
底工作，并对照 《湖北省应急安全
体验 （训练） 场馆分类分级评估标
准（试行）》，发动、推荐符合条件的
应 急 安 全 体 验（训 练）场 馆 申 请
2022 年度分类分级评估，引导我市
应急安全体验（训练）场馆规范有序
发展，不断提升运营能力和宣教效
果。

应急安全体验（训练）场馆，是

指传播应急安全知识、传授应急实
践技能的公共场所，涵盖公共安全、
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人
民防空、校园安全、居家安全、自然
灾害、应急救护等行业领域。应急安
全体验（训练）场馆分类分级评估工
作，实行动态计分和分级，每年开展
一次，此次分类分级评估从 11 月下
旬开始，12 月 10 日结束，是全省首
次。

应急安全体验（训练）场馆评估
经费由应急管理部门统一承担，对
通过评估的应急安全体验 （训练）
场馆，应急管理部门将采取统一宣
传、组织活动、各类资源扶持等措施
给予支持。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钟克波）
11 月 28 日从湖北犇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与武汉科技
大学科研团队签订了 1.5 亿元技术
转让费，携手开展硅碳负极材料项
目技术合作。

湖北技术交易所所长陈汉梅介
绍，这次科技成果转化，创造了湖北
高校院所单笔技术转让交易的最高
纪录。

湖北犇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专注于新能源锂电材料的研发、生
产、销售，2021 年获评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在精细化工细
分领域，该企业多项产品突破制约
发展的核心技术。该公司董事长戴
百雄介绍，将硅碳材料应用于锂离
子电池负极，可显著提升锂电池能
量密度，作为改善锂电池容量和能
量密度的关键材料之一，具有极高
的技术难度和巨大的市场前景。

据介绍，武汉科技大学新能源
材料与储能技术研究团队深耕新能
源材料研究 10 余年，在锂离子电
池电极材料、超级电容器等领域获
得 30 余 项 专 利 。 该 团 队 负 责 人
说，现在市面上的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是石墨，其理论容量是 372 毫
安时每克，而用更高容量硅材料负
极取代石墨，可有效提升电池能量
密度。

为此，该研发团队研制了特殊
形貌的硅碳负极材料，掌握了硅材
料形貌调控、体积膨胀控制和高效
碳复合等核心技术。

目前，武科大新能源材料与储
能技术研究团队研发的硅碳负极材
料应用于新能源锂离子电池项目，
即将落户随州高新区青春化工园
区，拟建设规模 3 万吨每年，项目建
成后可创年产值 200 亿元以上，贡
献利税 30亿元以上。

黄继军到高城镇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首届“寻根溯廉”炎帝勤廉文化
研讨会征文评选揭晓

我市开展应急体验馆
调查摸底和分类分级评估工作

加快建设加快建设““三区四基地三区四基地””奋力打造奋力打造““创新高地创新高地、、产业新城产业新城””

火炬飘扬火炬飘扬··高新区之窗高新区之窗

随州高新区一企业
出资1.5亿元购买单项科技成果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程淇、通
讯员李姝璇、李君诚）连日来，广水
市李店镇双河村萝卜基地人头攒
动，该市老年大学音乐班学员、直播
网红纷纷慕名前来打卡，村民将一
堆堆带着泥土芬香的萝卜进行分
拣、装车，欢声笑语浸染田间地头。

双河村位于李店镇西南部，萝
卜种植已有百年历史，沿河独特的
沙土地为半头青萝卜生长提供了优
越的自然环境。生长出的萝卜白白
胖胖，辣中带甜，脆嫩多汁。

“每次把萝卜拉到街上去卖，从
来没有带回来的 ，一去就被抢光
了。”村民李远华对自家种植的半头

青萝卜赞不绝口。今年，李远华种了
15 亩半头青萝卜，虽遇上大旱之
年，但可就近从应山河抽水浇灌，萝
卜仍喜获丰收。

“今年我们村乡村合作公司种
植的半头青萝卜总产量达 100 多万
斤。”双河村驻村第一书记罗鑫介
绍，“去年 9 月，村里成立兴河为民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开发了 180 余
亩半头青萝卜种植基地。”

李店镇党委政府积极协调该村
合作公司与广水腾云农业公司达成
合作协议，利用腾云农业成熟的营
销模式拓宽销售渠道，让村民销售
无忧。

李店镇双河村萝卜喜获丰收

宣讲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