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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13227220158

广水市润龙供水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381688496058C，声明作废。

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遗失行政执法
证 1 件 ，姓 名 ：霍 新 国 ，执 法 证 号 ：
17120030097，声明作废。

随州市武术协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286002039501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曾都支
行，账号:1805020109250090367 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随州市福利彩票事业促进会遗失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286001627301，基本存款
账户，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
曾 都 支 行 ，账 号:26305108091001，声 明 作
废。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
担。

遗 失 鄂 S35991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
422900019042，声明作废。

湖北博瑞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原公章名称：湖北博瑞德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声明原公章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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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市发改委在强化农资市场价格
监测预警、确保价格基本稳定方面做
了哪些工作？

市发改委四级调研员张伟：强化
农资价格监测预警机制。全市各级发
改部门全面落实价格监测报告制度，
加强农资市场价格监测，重点对尿素、
碳酸氢铵、三元复合肥、地膜等 16 种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行动态跟踪监
测，确保农资市场价格稳定有序。

完善市场价格调控部门联席会议
机制。加强市场价格调控联席会议成
员间信息共享、数据互通，形成沟通顺
畅、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集中分析研
判春耕农资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及
时协调解决农资生产、运输、储备、销
售、使用等环节存在的问题，提升监管
效能。

强化市场监管和预期引导。加强
农资商品市场的联动监管，把监管与
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对农资生产、经营
者广泛开展提醒告诫、行政指导，引导
其规范自身价格和竞争行为，严厉打
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

为。加强政策宣传和信息发布，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

2. 在春耕备耕工作中，农民比较
关注各类物资是否充足、质量怎么样
等问题，请问农业农村部门做了哪些
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经济
师李进山：开展农资需求及储备情况
调度。深入农资供应第一线，及时了
解农资供求和市场储备情况。截至目
前，全市春耕化肥到位量 18.2万吨，到
位率 67.7%；种子到位量 366 万公斤，
到位率 84.7%；农药到位量 321.6 吨，
到位率 78.5%，能够满足现阶段春耕
需求。

加强农资市场专项检查。编制印
发了《2023 年全市农资打假专项治理
行动实施方案》等，检查农资商品采
购、入库、销售的台账管理，严把进货、
储存、销售“三关”。 截至目前，全市
共出动检查人员 223 人次，检查农资
集贸市场 16个，农资经营门店 254家，
检查水稻、玉米等各类农作物种子产
品 351个品种，检查农药不同包装 346
个，检查各类肥料 57 种，劝退通过国
审但不适宜湖北种植的种子 4360 公
斤，未检查到假冒伪劣农资。

开展农技服务及培训。结合春季
田管及春耕备耕工作，开展农业科技
培训和农资知识宣传，指导农民识假
辨假，宣传病虫害防治知识，开展测
土配方施肥等农技服务，引导农民科
学合理施肥用药。截至目前，全市开
展科学施肥技术、科学用药及病虫害
防治知识等培训 56 场次，培训农民
约 3000 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3 万余
份。

3. 市市场监管局如何开展 2023
年度涉农价费和竞争秩序“春耕护农”
专项行动？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焜：自 2月份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涉农价费和竞争秩
序专项行动。全市共出动执法 326 人
次，组织开展现场咨询活动 5次，提醒
告诫 134家，发放宣传资料 1600余份，
走访农机购买户 82 户，检查农产品加
工企业 23 家，各类农资销售市场主体
254户，抽检农资商品 43批次，责令整
改 12 家，共清退谷物磨制和植物油加
工户 92户电费 9.59万元。

制定工作计划，明确时间节点。
制定《随州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涉农价费和竞争秩序“春耕

护农”专项行动的通知》，科学具体安
排此次专项行动。以问题为导向，全
面开展监督检查，从部署动员、集中整
治、总结提升三个阶段稳步有序地开
展“春耕护农”各项工作。

开展法律法规宣传，营造护农良
好氛围。积极宣传《价格法》《产品质
量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以案释
法、亮明红线。制发了《关于规范涉农
价费和竞争秩序的提醒告诫书》，通过
各类媒体，多渠道、多形式提醒农资生
产经营市场主体和服务收费机构严格
守法经营。

深入开展检查，打击违法行为。
采取“领导带队督导、分区分片包干、
工作责任到组、具体任务到人”的方
法，强力推动“春耕护农”专项行动摸
底调研，建立经营主体台账。采取全
市市场监管系统整体联动以及同供销
社、农业农村等部门横向协同，建立信
息互通共享和联合联动工作机制。重
点检查农机购置补贴是否发放到位，
农资经营市场主体和农业服务机构是
否执行农业用水价格、农业排灌用电
价格，检查不按规定抄表计量，乱摊
水、电费用，以及随水、电搭车收费等
价格违法行为。

随州日报见习记者钟金辉 整理

2023年春耕农资保供稳价
新闻发布会（摘要）

经全市供销、发改、农业、市场监
管等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全市农资
保供稳价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春耕
粮食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夏粮丰
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初步统计，今年全市春耕化肥
需求量 26.9 万吨、农药 409.5 吨。目前
全市共储备各类化肥 18.2 万吨、农药
321.6 吨，其中供销社系统储备肥料
7.3 万吨、农药 280.5 吨，总体供应充
足，能够满足全市春耕期间农资需求。

市供销社系统作为农资供应的
“国家队”和主渠道，充分发挥“扎根农
村、贴近农民、服务农业”的县镇村三
级网络优势，确保农资供应数量充足、
质量优良、价格稳定、服务到位，保障
农资“调得进、运得出、送得到”。

坚持深入一线，提升农资储备精
准性。努力建立供销社系统化肥储备

制度，摸清全市农作物种植意向、本地
农资需求总量、用肥用药用膜结构、供
销系统农资库存情况、货源组织情况、
网点分布情况，提前研判春季农业生
产形势，组织适销对路品种。

坚持统筹谋划，提升农资配送及
时性。健全化肥销售每周动态报告制
度，综合分析货源情况、供应情况、生
产需求变化情况，进行全市统筹调运，
构建以农资龙头企业为支撑、县级配
送中心为枢纽、乡镇“三农服务中心”
和庄稼医院为节点、村级综合服务网
点为终端的县镇村三级供销农资流通
配送服务网络体系，推进线上订购、线
下配送、送货上门等销售模式，加快农

资调运，确保农资供应进店入村到户，
打通农资配送“最后一公里”。

坚持质量为先，提升农资市场规
范性。全市供销社系统从源头上控制
农资质量安全，从正规农资生产厂家
采购农资，健全农资产品质量和销售
可追溯制度，建立农资“进、销、存”三
本台账。深入实施“绿色农资”升级行
动，提高绿色农资使用效益。持续抓好
相关法规宣传教育，筑牢诚信经营底
线，提醒农户甄别农资质量。积极配合
市场监管局、农业综合执法部门等，开
展春季农资市场整顿，排查农用生产
物资厂名厂址、生产日期、有效期等信
息，严肃查处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串

通涨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止假
冒伪劣农资商品经由供销社渠道流入
市场，切实保质量、稳价格。

坚持以农为本，提升农资服务有效
性。全市供销系统积极统筹农技培训、测
土配方、统防统治、代耕代种、大田托管
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利用微信、短视频、
云上随州等新媒体宣传农资使用知识，
采取延时营业、拆整零销、统仓共配等措
施方便农民购买，满足小散农户和各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同需求，积极主
动上门服务，变“坐商”为“行商”。

坚持全程管理，提升农资废弃物
再生性。以服务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共同缔造为目标，加大废旧农膜、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积极推动垃圾
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两网融
合”，实现农膜、农药废弃物包装无害
化、减量化处理，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答 记 者 问

市供销社党组成员、工会主任 毛松山

2023年春耕农资保供稳价的基本情况介绍

近 日 ，随 县
均川镇小学举办
校园武术操汇报
展演活动，孩子
们 个 个 精 神 抖
擞、英姿勃发，展
现出新时代青少
年的良好风貌和
蓬勃朝气。以武
育德、以武益智、
以武强体、以武
展美，传统武术
进课堂，已然成
为该校一道亮丽
的风景。

(随州日报
全媒记者李文
军、通讯员汪文
平摄)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
通讯员解超、李月仙）“运输司机在
驾驶大货车时一定要注意查看盲
区。”3月 21日，随县交警部门走进
辖区成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开展
送安全“敲门行动”，全力提升企业
运输司机及员工的交通安全守法意
识和文明意识，为企业拧紧“安全
弦”。

活动中，民警详细察看了企业
车辆年检、保险记录、驾驶人驾驶证
等相关资料，向企业负责人通报了
当前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结合当前
发生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刻剖
析了大货车交通事故多发的原因、

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及其带来的
严重后果等。民警提醒企业负责人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引导教育
员工驾车时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摒弃交通陋习，从源头上有效预防
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现场，民警还发放了交通安全
宣传资料，提醒企业职工提高交通
事故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在上下班时驾乘摩托车、电动车
要佩戴安全头盔、驾乘机动车辆系
好安全带，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
驶、酒驾醉驾、闯红灯、不系安全带、
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聪莹）
3 月 29 日，随州市“文旅体验官”启
动仪式举行，来自市文旅局机关全
体干部职工、局属二级单位主要负
责人、市旅游协会工作人员成为首
批“文旅体验官”。

文旅体验官凭“文旅体验官”证
件可免景区门票，还可邀请 3 名同
行者免费进入景区，让他们以消费
者的角色，通过明查暗访全市文化
和旅游场所，亲身感受和体验“食、
住、行、游、购、娱”产品和服务，以文
字、图片视频形式如实反映我市文
旅市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

进和完善的意见和建议，促进随州
文化旅游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
提升。

市文旅局负责人表示，“文旅体
验官”既是荣誉也是责任，要与市场
主体同频共振，要到一线去，帮忙出
主意、想办法、动脑筋，当好营销上
的“小喇叭”、发展上的“领航员”、品
质上的“啄木鸟”、民意上的“直通
车”。

启动仪式上宣读了《随州市文
旅体验官实施办法》，签订了“文旅
体验官公约”并颁发“文旅体验官”
证件。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吴猛）为巩
固深化市政府与湖北宏泰集团有限
公司对接成果，着力构建全省上下
联动的专业化金融服务体系，日前，
宏泰集团下属湖北金控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一鸣带队来我市调
研融资租赁工作。

刘一鸣一行在市经信局和市金
控集团相关负责人陪同下，先后调
研了随州市鑫诚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神百专汽、凯力专汽、利康公司、
香思里食品等企业，对我市专汽、医

药、食品等产业的汽车融资、底盘融
资、生产设备及零部件融资、医疗设
备融资、光伏设备融资等融资租赁
项目进行市场调研，与企业负责人
现场开展合作洽谈。

刘一鸣对我市专汽、医药、食品
等产业发展前景非常看好，希望能
尽快与随州市鑫诚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等企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合作，
为随州专汽等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专
业化的金融服务，全力支持我市重
点产业和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湖北金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董事长一行来随调研

随州市首批“文旅体验官”上岗

交警“敲门行动”进企业送安全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通讯员尚伶）3月 23日，我市举办建
成区社区（村）创卫业务培训班，进
一步提高社区创建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提高创卫业务指导员、工作
人员的创建本领，夯实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工作基础。

目前我市“创卫”工作已进入攻
坚期，时间紧、任务重，市创卫办从
市、区卫健系统抽调 80 名业务骨干
到建成区 80 个社区、村担任创卫业
务指导员，进村入户和基层一线干
部群众一道做好创卫工作。培训要

求，各位业务指导员要学深悟透，主
动承担技术指导、问题梳理、督促整
改、沟通联系等工作，争做创卫工作
的行家里手；各社区要瞄准创卫工
作的薄弱环节和短板，组织创卫新
兵再学习、再研讨，奋力推动创建工
作取得更大成效。

本次培训从创卫组织管理和氛
围、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控制吸
烟、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街道、社区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等方面，对评估
标准进行了阐释，明确了创建工作
的路径、方法和具体要求。

我市举办社区创卫工作业务培训班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亮）近日，曾都
区水利和湖泊局在随州城区解放路小十字
街开展主题为“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母
亲河”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解答水利相关法律知识 60
余人次，摆放《水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及节水知识、河湖长制保护等展板 20
余块，发放地下水管理条例、公民节约用水
行为规范、湖北省节约用水条例等宣传册
500 余份。下一步，曾都区水利和湖泊局将
加大宣传力度，倡导大家合理用水、节约用
水、高效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曾都区水利和湖泊局
开展用水法规宣传活动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巫晓艳、裴
卫、何高婧）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有关负责同志到多家重点房地
产开发企业开展走访，深入调查了
解市本级房地产销售情况和房地产
企业需求。

该局通过走访和宣讲政策，充
分发挥了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对土
地市场宏观调控作用和房地产市场
的促进作用，有力提振了房地产企
业投资信心，为今年精准供地提供
了保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展走访助推房开企业发展

随州日报讯（见习记者刘馨怡）
3 月 30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德荣带队，调研农村公路县、镇、村
三级路长制工作。

李德荣一行先后到曾都区何店
镇棋盘山村、随县尚市镇群金广场、
随县唐镇华宝山景区、洛明公路起
点路段、广水市关庙镇铁城村、广水
市蔡河镇黄土关文旅小镇，听取各
县市区落实路长制工作的情况，并
查看道路改建情况。

李德荣提出，实施路长制对整
治路域环境、提升公路管理能力、
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各级
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实施路长制的重要性，建立健全
公路管理养护长效机制。要压紧
压实责任，加强组织领导，进一
步明确各级路长制工作职责，并
细化监督办法和考核管理，全面
落实“市级督导、县级主体、乡镇
处置、村级巡查”的长效机制。要
统筹协调配合，指导县、镇、村建立
联动机制，将路长履职和基层治理
等工作相结合，形成工作合力、
发挥部门优势。要加快道路建设，
扎实做好道路养护、路面保洁、公
路附属设施建设维护等工作，推进
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和运营协调
发展。

李德荣带队调研路长制工作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聪莹）
3 月 30 日，我市召开清廉随州建设
推进会，总结 2022 年清廉随州建设
工作，安排部署 2023 年清廉建设工
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吴晓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随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交流了清廉建设工作经验，通报了各
清廉载体建设存在的问题，市直相关
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吴晓军要求，要提高站位，加压
奋进，切实增强做好清廉随州建设

工作的主动性。要突出重点，统筹推
进，切实增强做好清廉建设工作的
针对性。要突出示范引领，培育选树
清廉载体示范单位，高标准打造示
范点。要压紧压实牵头单位主抓责
任，注重统筹联动，形成齐抓共建工
作格局，不断凝聚工作合力。要压实
责任，强化考核，切实增强做好清廉
建设工作的实效性。要加强检查督
办，注重对外宣传，严格考核奖惩，
确保清廉随州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我市召开清廉随州建设推进会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虹秀）3
月 22 日，广水市蔡河镇以“教联体”
形式举办了高年级英语作文大赛。
学生们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多轮角
逐，选拔出 80 名优秀选手进入决
赛。赛场上，学生们信心满满、认真

构思、书写流畅、挥笔自如。赛后，评
委们集中评选打分，最终评选出一、
二等奖各 20 名、优胜奖 40 名。此次
大赛激励同学们明确学习方向，为
提高英语综合学习能力奠定扎实的
基础。

蔡河教联体举办英语作文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