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澴澴潭镇柏树湾村

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13227220158
遗失声明

公 告
尊敬的中国联通用户：

为了提供更好的通信服务，我公司定于 3 月 3 日对随
州市（曾都区、广水市、随县）实施 3G 网络精简升级改造，
优化网络结构，将优质的频率用于 4/5G 网络，届时部分用
户手机可能会出现信号较弱影响正常使用情况，敬请谅
解，请及时到就近营业厅咨询相关业务。升级完成后，上述
区域的通信感知将会得到提升，请互相告知。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随州市分公司
2023年 3月 2日

随州市曾都区强哥百货超市遗失公章一
枚，原公章名称：随州市曾都区强哥百货超市，
声明原公章作废。

随州鸿泰电子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原财务章名称：随州鸿泰电子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声明原章作废。

随州市博亿运输有限公司遗失鄂 S919B1
道路运输证，证号：421302209037，声明作废。

随州市曾都区郑招滨货运服务部遗失道路
经营许可证，证号:421302102227，声明作废。

316 国道随县尚市至随阳店段改建工程拟于近期开工建
设，其中涉及尚市镇（旭益村、有余村）、唐县镇（福中村、江义
村、两水村、双丰村、水府庙村、新桥村）、万福店农场（黑龙口
村、魏家岗村、玉皇庙村）范围内的坟墓，前期有人认领的已统
计完毕，经排查，截止目前还有少量无人认领的坟墓。

现就有关坟墓登记、迁移事宜公告如下：请涉及该范围内
的坟主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日内到所在村组进行登记，办
理迁移手续。逾期视为无主坟，将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随县交通运输局
2023年 3月 17日

迁坟公告

市中医院
时刻关注您的健康！

健康热线：0722-3800120
3313560

中医相伴 健康相随

随州日报讯（见习记者赵慧林、
通讯员陈纯国）3 月 17 日，市委常
委、副市长黄继军带领有关单位负
责人到广水市开展第一季度巡林工
作。

黄继军一行先后前往洪桥村、
狮子岗村等地，实地察看植树造林
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继
军听取了广水市春季植树造林、森
林防灭火工作、油茶产业扩面提质
增效行动进展等情况的汇报。

黄继军提出，各地各部门要持
续推进林长制工作走深走实，充分
发挥林长制制度优势，完善林长履
职、考核等制度，层层压实责任推动

落实；充分发挥林长引领作用，提
升履职效能，切实解决问题体现成
效；充分发挥林长办的协调作用，
解决机构、队伍、资金等问题，凝聚
力量助力林业发展。要坚决抓好森
林防灭火工作，提高政治站位，认
真汲取经验教训，加强源头管控，
加强应急准备，在物资、装置、设
备、人员等各方面做好充足准备。
要整体推进林业发展，做好松材线
虫病疫情防控、春季植树造林、油
茶产业扩面提质增效等工作，做好
林业项目发展长远规划，做到既增
林又增值增效，实现林业高质量发
展。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流 通讯员 张小茜

3 月 17 日，随
州市 2023 年春季
新兵起运，100 余
名随州好男儿身
着 星 空 迷 彩 ，肩
披 红 绶 带 ，胸 戴
红 花 ，踏 上 参 军
入 伍 、卫 国 戍 边
的 征 程 。市 委 常
委 、军 分 区 司 令
员琚万勇等到车
站为新兵送行。

（随 州 日 报
全 媒 记 者 徐 斌
摄）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传武、黄
勇）近日，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院随州分院收到湖北华盛钢构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华章的感谢信，
感谢该院专业、敬业、真诚的服务，
设身处地地为企业排忧解难。

华盛钢构位于曾都经济开发
区，是一家以钢结构金属构件加工
制作为主的企业。前不久，公司与湖
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的一项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因双方

对过磅重量的磅差存在异议，无法
达成一致，影响工程量的结算及后
续款项的支付。省计量院随州分院
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与湖北
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驻
随州项目部沟通，秉着公平交易的
原则，提出有效可行的技术方案，最
终达到双方满意的结果，从技术层
面解决了双方因磅差产生的争议，
为企业工程量结算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支持，保障了工程款的支付。

黄继军到广水市巡林

省计量院随州分院
真诚服务获点赞

亭前落樱花影摇曳，岸上房屋错落有致，水里鸭
鹅悠然自得……走进春日的随县澴潭镇柏树湾村，古
树村落风景如画。

“由于山高路远、房屋败落，湾子之前居住的多为
老人，如今湾子变美了，乡贤也回归了。”柏树湾村委
会主任张光勇兴奋地说。

改变，还得从 2022 年元宵节该村举办的一次乡
贤联谊会说起。当时，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乡贤周
祥兵被村里美好的未来规划所打动，萌发了回乡打
造美丽村湾的念头。因常年在重庆、四川经商，老家住
房早已破旧不堪。他深知，重整自家房屋不难，最重要
的是改变整个湾子的面貌。

在向村委会提出改造想法后，双方一拍即合。紧
接着，“党员会”“代表会”“户主会”“湾子会”等接连召
开 30 余场次，征求意见、商讨湾名、统一规划，村民们
拧成了一股绳。张光勇说，村里树龄百年以上的就有 7
棵，大家对打造古树村落都很支持。

随着“共同缔造”种子的播撒，古树村落逐步焕发
出无限生机。村委会多方争取资金，实施道路刷黑、雨

污分流等项目，湾子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乡贤周祥
兵带头出资 100 余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新建安全
饮水系统、改良三格式无害化户厕、整修堰塘等，家乡
环境越来越靓。

党建引领、乡贤助力，村民参与“共谋、共建、共
管、共评、共享”劲头十足——袁成清无偿砍掉自家苗
圃里即将成材的白杨树，为建设游步道腾出空间；余
才发常年在外回乡少，将老家房屋交给村委会包装成
民宿；何立洲等纷纷让出的菜园子，摇身变为一座古
朴凉亭，为村民提供了休憩场所；“十星级文明户”张
义军等农忙之余，帮忙浇灌苗圃、清扫公共区域卫生；
村民纷纷捐赠废旧砖瓦，投工投劳 652 人次，铺设人
行道，修建“一米菜园”，最大限度保留乡村原始风貌

……
“我们还通过村委会每户补助资金 5000 元、乡贤

周祥兵补助 5000 元的方式，鼓励村民按照统一风格
改造房屋。”张光勇说。19 户参与房屋改造的农户中，
仅村民自身投入改造资金就有 120 余万元，最多的一
户达 18万元。

位于村湾中心的古黄栎树，虽历经 300 余年的沧
桑历史，却依然苍劲有力，仿佛诉说着村湾的喜人巨
变。古树旁，村民何立洲的房屋墙面彩绘生动展示了
旧时古法榨油的工艺过程。“这里以前叫老榨屋湾，清
末年间曾建有一个老油坊，以榨油品质好而远近闻
名。”澴潭镇镇长金琼介绍。后期，村里计划将之前的
老油坊搬过来，增强游客研学体验。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林超）3
月 17日，2023年全市机关党建工作
会暨 2022 年度市直机关党组织书
记述职评议会召开。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陈
兴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9 个单位机关党组织（机
关工委）书记作了现场和书面述职，
参会单位进行了评议，市直机关工
委有关负责人就 2023 年全市机关
党建工作作了部署。

陈兴旺提出，要坚持政治统领，
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聚魂，抓好思
想政治建设，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不断提高机关党员干部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深耕主责主业，推动党建与业务
深度融合，深入开展“双建双争”活
动，推动市直机关建设清廉机关、创
建模范机关，推动机关党组织争当
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先行
军，机关党员争做服务发展的示范
者；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
织功能，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加强纪
律建设，持续纠治“四风”，强化源头
防控，坚定不移正风肃纪；选好“主
心骨”，育好“生力军”，锻造过硬党
员队伍；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引领
改革攻坚、引领乡村振兴，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要强化责任担当，健全
制度体系，突出制度执行，加强制度
监督，提升机关党建质量。

我市部署2023年机关党建工作

随州日报讯（见习记者刘馨
怡）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汽车维修行
业污染控制，3月 17日，市交通运输
局、市生态环境局安排部署全市汽
车维修行业大气和危险废物污染
防治工作。

大气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
作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市将落实防治
责任，对辖区汽车维修废气污染防
治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对发现有大
气污染问题的企业，责令限期整
改。积极宣传引导，深入企业宣讲
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开展现场

检查，指导企业解决污染治理难题
等；重视源头控制，限制溶剂型涂
料的使用，鼓励汽修企业升级改造
相关工艺，推广使用符合节能环保
要求的新设备、新工艺和新材料。
强化大气污染治理，规范企业作
业，调漆、喷漆、烤漆、烘干作业应
当在密闭空间、汽车维修打腻子及
打磨过程中必须采用粉尘及 vOCs
收集处理设施等。加强危险废弃物
管理，维修企业设置危险废物专用
储存间，危险废物分类集中收集，
并张贴警示标识，制定危险废物管
理制度和应急预案等。

我市部署汽车维修行业
大气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

明珠公园
打造低碳沉浸式花园

随州日报见习记者 钟金辉 通讯员 吕清文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聂少峰、李华玲）春风送雨
正当时，补植添绿不得闲。3月 16日，市绿化管护中心
组织 50余名干部职工，冒着密集的细雨，在随州城区
神农大道、清河路等路段，补植麦冬、红叶石楠等苗
木 3000余平方米。

去年下半年，我市城区久旱少雨，部分道路绿化带
内的低矮灌木大量干枯致死，不少地方出现地表裸露
现象。为维护城市绿量，确保“国家园林城市”复查顺利
通过，3月份以来，市城管执法委以创文创卫和创建花
园城市为抓手，组织系统内文化公园、神农公园、白云

公园和绿化管护中心等单位，大力开展补植增绿行动。
在微风细雨中，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密切配

合，有的挥锹挖土、有的裁剪苗木、有的将苗木细心
地栽种好。在道路的另一边，洒水车师傅正在给栽
种整齐的苗木浇水，以保证苗木的成活率。

据市城管执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
季，计划在城区道路、公园、广场等区域，种植
香樟、玉兰等树木 1500 余棵，红叶石楠、红
继木和麦冬等苗木 2 万平方米，以提升城
市园林绿化景观效果。

公园绿地补植增绿在行动

3 月 14 日，位于曾都区北郊街道孔家坡社区的
明珠公园项目建设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在铺设草坪，
为绿植浇水，搭建林间栈道钢结构，公园一角的桃树
已开满了或粉或白的花朵。

明珠公园项目是曾都区㵐水河东岸生态环境提升
工程 PPP项目的 7个子项目之一，环抱于季梁大道、明
珠东路、周家寨一路与七里塘路之间，规划总用地面积
110419平方米，配套公共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以城为
名、以园为体、以花为媒，该项目旨在创建新时代城市
休闲生活和心理疗愈的新图景，致力打造成为低碳、共
享、可持续的新一代自然公园典范。

“明珠公园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滑板公园、水岸剧
场、儿童乐园、林间栈道、灯光球场、昆虫展馆、自然
图书馆、明珠之心花园、四叶草生态厨房、玫瑰园、停
车场等。”曾都区城投公司工作人员刘宁介绍，“我们
将用 1 公里环线串联公园低碳互动体验区和自然生

态休闲区两大区域，打造‘一珠、一环、两区’
结构，集花卉、休闲、观光、文化产业为一体的
园艺主题沉浸式花园。”

明珠公园项目于去年 5月开工，目前已完成总
工程量的60%，其中土方工程与管网工程已基本完成，
完成儿童乐园、滑板公园、林下舞台的混凝土结构层，
林间栈道钢结构工程已完成 50%，种植乔木 2100棵，草
坪地被完成 20000平方米，预计今年 8月全部完工。

据介绍，曾都区㵐水河东岸生态环境提升工程
PPP项目为 2022年省级重点项目，除明珠公园外还包含
沿河大道道路及沿线生态提升工程、新工一路、裕民大
道、六草屋大道、桃园市场、城北新区雨污管网项目等 6
个子项目，总投资约 16.32 亿元。建成后将实现城北新区
市政道路、生态公园、景观绿化、综合市场、雨污管网的投
建管运一体化，极大地美化城市形象、完善主城功能、改
善群众生活环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康庆莉）近
日，曾都医院专家团队来到曾都区
一中，为该校 2000 余名学生开展

“青春期性教育”健康讲座，为学生
们的成长上了宝贵一课，启发他们
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少
年。

此次活动针对高中年级男生、
女生分别开展了不同的“青春期性
教育”健康讲座。妇科专家从“女生
的生殖系统是怎样的结构”“HPV
是怎么回事”“怎样避免被艾滋病传
染”“我现在就可以怀孕了吗”四个
问题着手，为女生讲解了女性生理
结构的功能与卫生、性传播疾病的
预防、高危性生活的危害，帮助女生
们树立正确的性价值观，提高自我
保护意识，并和大家交流分析了抑
郁症和抑郁状态的区别与帮助途

径。
专家向男生们讲解了“何为青

春期健康”“青春期健康及不健康的
表现”“如何预防自己产生不健康的
行为及心理”等内容，并和男生们交
流了“正确地认识自己（青春期保
健）”和“有效地保护自己（青春期与
性）”等成长话题，让男生们对于青
春期性知识有一个全面、直观、正确
的认识，引导他们以正确、健康的心
态，大方、坦然接受和应对青春期发
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并懂得在青
春期与异性交往过程中把握好尺
度，做到自尊、自重、自护、自爱。

多年来，曾都医院与曾都一中
“医校”携手，开展青春期性教育、心
理卫生等健康讲座，为筑牢校园卫
生健康安全防线和提高学校卫生健
康管理水平提供了健康保障。

曾都医院专家
进校园开展健康讲座

古树村落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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