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招标项目：水稻生产农用物资
二、公告时间：2020年 03月 25日
三、采购明细：

（１）稻谷种子：16万斤。其中香稻品种 5个（2万亩，要
求有订单和收购合同）；优质稻品种：5个（2万亩）。

（２）复合肥：1600吨；
（３）碳氨：800吨；
（４）除草剂：4万亩用量；
（５）杀虫杀菌剂：4万亩用量。
四、招标时间：2020 年 03 月 26 日至 2020 年 03 月 31

日。

五、招标单位：随州市众联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

六、招标地点：随州市安居镇张家井湾村（派出所隔
壁）

七、投标资质要求：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为品牌市级以上代理。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具有良好
的信誉和诚实的商业道德。

八、项目联系人：肖保新 13986432687
王先卫 13451286651

九、资料收集人：王艳玲 0722-4757858
十、开标时间：2020年 04月 05日

随州市众联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招标公告

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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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 25日
毫不放松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市中医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
健康热线：0722-3313000 3313560

中医相伴 健康相随

抓好精准防控 推进复工复产

周福青遗失位于随
县洪山镇寺山村居民点
30 幢 103 号的《不动产
权证》，证号：鄂（2018）
随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065 号，土地面积：
100.1 平方米，房屋建筑
面 积 合 计 ：310.34 平 方
米，特声明遗失作废。

东风汽车
车轮随州有限
公司在抓好疫
情 防 控 的 同
时，积极推进
复工复产，目
前公司正开足
马力，为完成
全年产销目标
而奋进。

（随州日
报全媒记者李
文军摄）

新兴全力：

打好防控复产攻坚战
浩天专汽：

防控有力复产有序

多措并举助力返岗复工
城南新区：

“两个清单”支持复工复产
市生态环境局：

灌装、杀菌、塑包、装箱，一气呵成，
全程只需要 7 名工人操作各类机器设
备。近日，在青岛啤酒随州公司易拉罐
全自动化生产车间，一箱箱易拉罐啤酒
已包装完毕正待机器人码垛，自3月14日
恢复生产以来，在工人到岗率不足的情况
下，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易拉罐生产线已
全面恢复产能，日产罐装啤酒 300吨。

“工厂能在疫情控制后的第一时间
顺利复工，得益于前期早重视早安排，
更得益于党员干部发挥了先锋模范作
用。”该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宋宁介

绍，1 月 23 日，公司就迅速成立了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对防疫工作进行总体部
署，采购防疫物资、跟踪全体员工健康
状况、厂区消毒、制定疫情防控工作应
急方案、组织党员干部和第三方负责人
签订抗疫宣言和目标责任书，全面压实
防控责任。在封控期间，5 名党员冲锋
在前，近 50 天时间日夜坚守在厂区，守
卫了厂区的安全。

“作为食品企业，安全生产更是重
中之重。疫情防控始终是摆在首位的。”
3月 11日，青岛啤酒随州公司取得随州

高新区第一批复工审批，陆续有 60 余
名员工返厂，3 月 14 日顺利复工。宋宁
介绍，自复工以来，为了将“五个到位”
的防控要求落到实处，公司选拔优秀党
员组建防疫纠察队，规范疫情防控措
施，严格控制厂内所有隐患，对违反疫
情防控要求的进行严肃处理。目前厂内
只留了一个进出口，所有人员进入厂区
和车间必须查验健康码并登记、进行体
温检测和手部、脚部消毒。除物流车辆
消毒后进出，其他车辆一律不得驶入厂
区内。

疫情防控和生产发展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宋宁介绍，目前已经积压了大
量订单，同时受疫情影响，一季度产量
受到一定影响，必须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情况下，全力恢复产能，迅速夺回损失。

公司成立了党员干部带头的先锋
突击队，一人多岗、一人多责，全员上
阵、全力奋战，克服部分外地技术人员
不能及时返岗的困难，让易拉罐线顺利
启动，迅速实现了一条生产线的满产。3
月 20 日，工人全面复工，实现两条生产
线满产，力争完成全年目标。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李文军、通
讯员姜茂军）近日，湖北新兴全力公司
车间车床机声隆隆，叉车来回穿梭，一
片繁忙生产景象。面对复工复产这场大
考，该公司多措并举，实现“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牢牢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攻坚战。

硬核防控，为复工保驾护航。作为
曾都区首批复工复产企业，公司组织了
40 人的党员突击队、15 人志愿服务队，
开展有序复工抗疫。为了加快复工复产
进度，公司安排了 3辆返岗职工专车将
首批 214 名复工返岗工人接回公司。对
于复工返岗的工人，公司要求提供居家

证明、健康码、承诺书、大数据筛查，4
项一个不少。公司腾出了 603 间宿舍让
工人一人一室一床居住，餐厅实行一人
一桌，可以保证 400人错峰隔离就餐。

化危为机，按下快捷键。3月 11日，
第一个轮毂成功下线；3 月 13 日，第一
批总计 66.5 吨的汽车铸件成功发往山
东；3 月 23 日，职工返岗率达到 92.3%；
抗疫期间订单量突破 8500 吨，其中外
贸超 1800吨……

湖北新兴全力公司变压力为动力、
化危机为机遇，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企
业发展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奋力夺取抗
疫发展双胜利。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黄闯）进
出扫“码”、体温检测、厂区消杀、卫生
保洁……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曾都区
南郊办事处工业园区的湖北浩天专
汽有限公司厂区，看到该公司疫情防
控力度未减，复工复产井然有序。

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已向黄冈
等地发送救护车和消毒车辆 30 多
台。眼下，各车间已经恢复了正常生
产。

“我们始终坚持把防疫安全放在
第一位。目前，公司在厂门口安排了
专职人员，要求所有进厂人员扫健康
码，测体温登记。进到车间，对所有员

工再次测体温登记，并且对员工的
手、鞋子等消毒后才能入厂。另外，公
司在防疫物资方面准备充分，安排专
人对整个厂区每天消毒一次，特殊场
所每天消毒 3 次以上，同时要求每一
名员工时刻从严落实防控措施，确保
安全有序生产。”公司董事长罗强介
绍。

据了解，该公司 3月 12日正式复
工后，订单不断，目前复工率已达到
80%。“复工前，公司积压了一部分订
单，大概有 200 台左右，现在又有新
订单 300 多台，正在有序生产。”对于
今年的发展前景，罗强充满信心。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通
讯员张艳、安籽儒）“祝大家一路顺
风！”3 月 21 日下午 6 时，随州城南新
区首批发往深圳的“务工专车”启程。
来自城南新区 2 个村 2 个社区的 26 名
外出务工人员经过查验证件、扫码登
记、测量体温、行李消毒、配发口罩后
依序登上直通车，踏上前往深圳的返
岗复工之旅。

为统筹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人员
安全有序流动，城南新区全面摸排辖
区务工人员底数，掌握就业地点分布、
计划外出时间等相关信息，统筹安排。
开辟绿色通道，主动对接交通部门制

定出包车方案，做好人员信息上报、车辆安
排、乘车时间、乘车地点、外出人数、注意事
项等工作，提醒外出的每个人与原就业单
位联系好，确保外出务工人员“出家门进车
门，下车门进厂门”，让返岗人员及家属安
心、放心。城南新区管委会、人社中心开展
一站式便民服务，统一办理健康证明、出行
手续等，精准助力务工人员有序返岗。

为确保务工人员安全、健康返岗，城南
新区对每一辆“务工专车”严格控制在 50%
的客座率，并对返岗专车全面消毒、检查车
况，同时，还为每位返岗人员准备了酒精和
口罩等防疫物资，引导分散就座，“点对点”
精准助力，护送务工人员返岗复工。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通讯员李翠）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实
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5 项具体措
施，重点推行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和
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切实减少对企
业的干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推行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豁免
正面清单中所列 10 大类 30 小类行
业的项目，以及疫情防控急需的医
疗卫生、物资生产、研究试验3类临
时性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办理，将所列
17大类44小类行业的项目列为环评告
知承诺范围。同时，推进行政许可“网
上运行”、开辟行政审批“绿色通

道”、试行技术评估“线上审查”、强
化项目环评“保姆服务”4 个方面，
为企业项目复产复工提供服务保障。

将一批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疗物
资生产企业，民生保障重点行业企
业，污染小、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
企业，重点领域企业以及安装在线
监控等 5类 25家企业（项目）列入随
州市第一批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
清单，免除现场执法检查。同时，减
少正面清单外其他企业（项目）现场
检查频次，适度调整环保行政处罚
方式，审慎采取查封、扣押和限制生
产、停产整改措施。

青岛啤酒：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琴 见习记者 王聪莹

党员干部作先锋 防控复产两手硬

(上接第一版)湖北是劳务输出大

省，庞大数量外出务工人群背后是

无数家庭的生计，妥善解决好他们

的务工问题，就是解决好特殊时期

的重大民生问题。跨区域的人员流

动，是对接性的工作，只靠一方难以

实现。全国多地对湖北“搭把手、拉

一把”，这是对处于艰难时期的湖北

伸出的援手，是对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付出了极大努力、作出了重

大贡献的湖北人民的关爱善待，是

对疫情防控斗争重中之重和决胜之

地的真情厚意。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作为

务工人员输出省份，我们要因时因

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做

好健康管理、落实防控措施，为接受

湖北务工人员的地区创造条件、打

好基础；我们要把各项工作做得实

之又实、细之又细，确保人员省内流

动优先，低风险地区人员流动优先，

外地滞鄂人员返乡优先，本地外出

务工返岗就学人员优先，我省滞外

人员返鄂优先，加快推动人员有序

流动；我们期待善待湖北人民、善待

湖北农副产品的举措更多一些，我

们坚信“搭把手、拉一把”的温暖汇

集，会赋予我们战胜风险挑战的强

大能量。

搭把手、拉一把，展现的是守望

相助的精神，凝聚的是携手前进的

力量。有这样的精神支撑，有这样的

力量推动，我们在坚决打赢湖北保

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就不会感到孤

单，就有信心和决心，有勇气和毅

力，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双胜利。

(转自 3月 23日《湖北日报》)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通讯员车蓓）扩大资助范围、申请助
学金、启动还款救助机制……昨日，
记者从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了解到，
我市将采取多项措施落实学生资助
工作，做到应助尽助。其中，对于受
到疫情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也将及时予以资助。

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正常
生活和学习，我市将进一步扩大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范围。对非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的低保对象家庭子
女就学，2020 年上学期比照建档立

卡贫困子女资助政策，纳入地方政
府资助范围。此次疫情中，本人或家
人感染疫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按照相关规程可申请国家资助
金享受国家资助以保障正常的学习
生活。

另外，对于已经毕业且处于还
款期的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学生，如
因患新冠肺炎失去还款能力的，可
以通过提供相应证明材料自己申
请，启动救助机制为其办理代偿应
还本息相关手续，以减轻他们的还
款压力。

受疫情影响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将获资助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
“赣鄂相随，风雨同舟”。3 月 24 日，
随城圣厅太子酒店总经理李红梅正
准备着手将这面锦旗装裱。这是江
西援随医疗队返程前特意赠送给酒
店表达谢意的。

据悉，在江西援随医疗队首批
返程队员回家的前一天，医疗队特
意制作了 12 面锦旗，送给在随期间
住宿的 11 家酒店和 1 家餐饮公司，
表达对后勤服务人员的感激之情。

江西援随医疗队先后入住随州
11 家酒店，在随工作期间，酒店服
务人员悉心照顾医疗队员们的饮
食，认真做好客房清洁消杀等服务，
当好援随医疗队员的爱心保姆，在

平凡的岗位上默默付出，助力全市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从第一批江西医疗队抵达随州
开始，圣厅太子酒店克服工作人员
不足等困难，为入住凤凰酒店、兰陵
阁等酒店的 300 多名医疗队员们提
供一日三餐的饮食服务，并细心地
根据医疗队的饮食习惯调整菜谱，7
名工作人员每天早上 4 点左右就开
始忙碌，采买、摘洗、烹饪、送餐。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人民医院
党建办主任谢玉兰说，医疗队在随
州战斗的 40 多天里感受到了随州
人民的关心和照顾，尤其是驻地酒
店的贴心服务，让医疗队员们收获
了很多暖心的感动。

江西援随医疗队
12面锦旗赠驻地酒店

“搭把手拉一把”凝聚前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