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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 26日
毫不放松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一、湖北金龙集团公司招聘：
1、大区经理，负责制定区域的市场开发、客户维护

和销售管理工作；2、销售精英，40 岁以内，1-3 年的营销
经验；

3、外贸业务员，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4、车间班组长，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5、泵类技术工程师，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6、质检员，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3000-5000元；
7、普工，男性 55 岁以内，女性 50 岁以内，有相关工

作经验优先，4000-5000元；
8、董事长秘书，协助董事长处理日常事务，有相关

工作经验优先；
9、安环部部长，三年以上大型企业同岗位工作经

历，5000-8000元；10、体系管理人员，有相关工作经验优
先；

11、行政专员，男性、20-35岁、汉语言文学类专业大
专及以上学历，年薪 5-7万元；

12、保安员，男性、18-25岁，退伍军人及有工作经验
的优先，3000-3500元。

联 系 人 ：刘 先 生 18771404211 张 女 士
15629992013

公司地址：随州市曾都区何店镇金龙工业园（何店
镇汉十高速路口正对面）

二、随州常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招聘：
1、普工，45 岁以下，男性，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4000-6000元；
2、自动化数控操作工，技校以上学历，30岁以下，男

性，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4000-6000元。
地址：随州市曾都经济开发区玉柴大道 518号
联系人：叶部长 15972587022
三、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招聘：
1、外贸销售经理，22-40岁，大专以上学历，国贸、市

场营销或汽车相关专业，英语四级以上；
2、网络销售经理，22-40 岁，会基本的网络操作，市

场营销或汽车相关专业；
3、技术工程师、公告人员，22-40岁，机械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学历，3500元以上；
4、会计，22-40岁，大专以上学历，3000元以上；
5、电焊工、装配工，男性、45岁以下，6000元以上。
联系人：袁部长 13872883020（微信同号） 0722-

3815268
地址：南郊平原岗程力汽车工业园（市内乘 10 路公

汽终点站下）
四、东风随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招聘：
1、专用车设计，男，35 岁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汽车相关专业；

2、底盘设计，男，35 岁及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汽车相关专业；

3、客户经理，男，35 岁及以下，大学专科及以上学
历，熟练操作办公系统软件。

联系电话：麻先生 0722-3319204
单位地址：湖北省随州市交通大道 267号
五、湖北三环铸造股份有限公司招聘：
1、车工（普车、数控、卧车、加工中心），38岁以下，中

专以上学历，4500-8500元；
2、打磨工，55岁以下，5000-8000元；
3、铸造、机加工程师，大专及以上学历，机械、铸造

或其他理工科相关专业，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联系电话：0722-3580697
公司地址：随州市交通大道 1116 号/随州市交通大

道Ｋ207号
六、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招聘：
1、业务人员，大专及以上文凭，有相关工作经验；
2、电焊工，有专用车制作经验者优先，3000元以上；
3、装配工，有一定工作经验，3000元以上；
4、厢式车制作工人，有钣金经验和电源车厢体制作

经验者优先，5000元以上；
5、技术人员，大专及以上学历，机械制造专业及相

关专业，3000元以上；
6、质控人员，大专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4000元以上。
联系电话：0722-3311188、13908663797
企业地址：湖北省随州市玉柴大道玉柴汽车产业园
七、湖北远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招聘：
1、造型线、填砂线、静压线开机工人，25-50 岁，男

性，（静压线开机女性），5000-7000元；
2、数控车工，25-45岁，男性，有数控立车工作经验，

7000-9000元。联系电话：江主任 17362711390 马厂长：
19972211010

地址：湖北省随州市万店镇石桥村湖北远程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

八、湖北神百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招聘：
1、仓管，18-50 岁，会电脑办公软件，有相关工作经

验优先；
2、网站美工，18-40 岁，会做网站美化，二年以上工

作经验；

3、营销人员，18-50 岁，会基本电脑操作，具有相关
汽车改装销售经验者优先；

4、总经理助理，18-40 岁，会电脑办公软件，有相关
工作经验优先；5、人事监理，18-40 岁，熟悉人力资源六
大模块，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6、公告专员，18-45 岁，负责公司车辆公告的申报、
资料的整理和售后协助；

7、文案编辑，24-45岁，有较强的撰稿和文字编辑能
力，有新媒体运行经验者优先。

联系人：宫主任 13872883202
九、湖北神马齿轮制造有限公司招聘：
1、数控车工，20-50岁，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2、插齿工，20-50岁，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3、磨工，20-50岁，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4、热处理工，20-50岁，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5、锻工，20-50岁，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6、锤工，20-50岁，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联系电话：0722 -3812968 15826716199
地点：随州市涢水南路 9号（乘市 9路公汽至齿轮厂

终点站）
十、随州市伟业专用汽车配件厂招聘：
1、数控车工，5000-8000元；
2、普车工，6000元以上；
3、洒水泵、真空泵装配工，5000-7000元；
4、仓管，2500-3000元。
联系电话 0722-3282885。
地址：曾都经济开发区两水三路，专业生产汽车配

件
十一、湖北钰龙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招聘：
1、质检员，30-50岁，男性，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2、设备操作工（普车工、数控车工、齿形工、磨工），

18-45岁，有机加工基础优先。
联系人：王经理 13872896869
公司地址：随州市曾都区南郊柳树淌工业园（南郊

新水果批发市场斜对面）
十二、湖北齐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聘：
1、数控车工，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5000元以上；
2、加工中心操作工，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5000 元

以上。
联系人：高经理：13797878585

十三、随州市万松堂康汇保健品有限公司招聘：
1、市场销售，有销售工作经验者优先，4000元以上；
2、外贸经理，25-45 岁，专科及以上学历，英语 4 级

以上，国贸或商务英语专业优先，4000元以上；
3、电子商务销售，25-45 岁，专科及以上学历，电子

商务专业或有工作经验者优先，3000元以上；
4、采购物流部助理，20-40 岁、有相关工作经验，

2000-3000元；
5、技术研发员，22-50岁，大专以上学历，中医药学、

食品营养学专业，有在中药制药、保健品、食品饮料、制
茶生产企业工作优先，4000元以上；

6、设备维修学徒工，男性、18-40岁，3000-6000元；
7、打袋工，25-45岁，2500-5000 元；8、包装工，45岁

以内，身体健康，2000-4500元。
联系人：肖小姐 13237263879
地址：随州市曾都经济开发区康汇生物园（交通大

道 507号）
十四、湖北楚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招聘：
1、普工，女工为主，20-45 岁，身体健康，3500-4000

元；
2、生产管理人员，25-35岁，有一定的生产管理经验

或有医疗器械方面相关实际工作经验者优先，3500-
6000元；

3、质检人员，25-35 岁，大专以上文化、从事生产过
程质量管理或产品检验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3500-
6000元；

4、销售人员，25-35岁，大专以上文凭，3000元以上。
联 系 电 话 ： 0722- 3813869/13908669771/

15072996890
公司地址：擂鼓墩大道 160号（随州市一中斜对面）
十五、湖北大自然米业有限公司招聘：
1、销售员，大专以上，3000-6000元；
2、机电维修，大专以上，5000元；
3、电子商务，3年以上工作经验，3000-5000元；
4、农业技术人员，本科以上，农业专业，5000 元左

右。
联系电话：陈实 13908669321
十六、湖北凯威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招聘：
1、文员，高中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2、车辆内饰工程绘图员，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优先；

3、吸塑内饰技术员，具有汽车内饰吸塑经验，5000
元左右；

4、质量体系工程师，熟悉汽车内饰行业质量体系
管理，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5、销售员，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6、改性材料工程师，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6000-

8000元。
联系人：任华栋 13997859839
十七、随州博大钢构工程有限公司招聘：
1、钻孔，45岁以内，5000元左右；
2、铆工，40岁以下，5000元左右；
3、剪板，45岁以下，4000元左右；
4、下料，45岁以内，5000元左右。
联系人：李斌 13908666138
十八、湖北大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招聘：
1、车间主管，35-45 岁，大专以上学历、5 年以上工

作经验；
2、切纸机长，25-45 岁，有 3年以上裁切纸张成品经

验；
3、叉车司机，25-45 岁、持有叉车证，一年以上叉车

驾驶或维修经验。
联系电话：赵经理 13367298000
公司地址：明珠广场东端过 316国道直行 200米。
十九、湖北怡诚胶粘包装有限公司招聘：
1、普工，20-45岁，身体健康，3000-6000元；
2、文员，20-45岁，有一定工作经验，3000-6000元。
联系人：黄经理 18995961895
二十、湖北武大光子科技有限公司招聘：
1、普工，4000元以上；
2、化工技术员，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年薪 10 万以

上。
联系人：郭鹏 18872982598
二十一、随州市灵龙木业有限公司招聘：
1、热压工，男性，45岁以下，4500-6000元；
2、普工，50岁以下，4500元左右；
3、叉车工，45岁以下，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3600元

左右；
4、机电工，男性，45岁以下，4500元左右；
5、油漆工，男性，50岁以下，3500元左右。
联系电话:张先生 15072969268
二十二、随州市龙基建材有限公司招聘：
机修工，45岁以下，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5000元左

右。
联系电话：刘 15972775506

曾都区劳动就业局
2020年 3月 25日

曾都区重点企业招聘岗位信息

遗失声明
彭修清遗失随州市闽江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湖
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 ：4200171350，发 票 号 码 ：
00272228，开 票 日 期 ：2018 年

11月 26日，特声明作废。
随州日报社大随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
发 票 代 码 ：042001900104，发 票 号
码：NO 12812393，特声明作废。

经曾都区交通运输局批准，
曾都公路管理局将于 2020 年 4月
1 日到 2020 年 9 月 30 日，对县道
X023 杨万线上七里冲村至万店
街北段道路进行改造，因地处山

区、道路较窄，需进行封闭施工，
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曾都区公路管理局

2020年 3月 25日

通告

电话：办公室（白天）3318596 总编室（含夜班）3327287 记者部 3327645 要闻部 3327915 副刊部 3319636 摄影部 3318286 随州市政府门户网站编辑部 3319656 随州新闻网 3319535 随州论坛 3323288
随州日报社大随传媒有限公司 3312088、3328222、3321128、3814666 随州日报社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3311288 随州市红宝石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3311869 印刷厂 3581559 零售每份 1.00元

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
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坚
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
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
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防控力量要向社
区下沉，加强社区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
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3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

庚子年春，一场猝不及防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在随州打响。

医院是战场！无数白衣战士挺身而
出，救死扶伤，以“去存量”。

社区也是战场！我市 7806 名社区
（村）“两委”干部和网格员开辟第二战
场，筑起最基层的疫情防控网，以“遏增
量”。

紧随其后，全市 16270 名党员干部
下沉一线，迅速到 1001 个社区（村）报到
支援。驻村扶贫工作队就地转岗，2800
余名扶贫工作队员“跨界”战“疫”。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防护网”越
织越密，“疫魔”无处遁形。

寸土不让！
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

病毒肆虐，短兵相接！社区成为疫情
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

特殊时期，非常措施，防控措施步步
升级。

最严管控令下，随州市按下“暂停
键”，258 万随州人民齐心协力，足不出
户，共战“疫魔”。

非常时期，人民群众生活需要“非常
守护”！

“决不让人民群众的心血付诸东流，
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作为距离人民群
众最近的“官”，7806 名社区（村）“两委”
干部和网格员挺身而出，奔赴前线。

没有防护服，没有隔离衣，口罩就是
他们的“武器”。

她把初心和使命写在战“疫”一线
——

19个居民小区、3个路口、18个值守
点。

每天工作再忙，曾都区北郊办事处
八里岔社区党委书记许旭早晚都要巡查
一遍，确保万无一失。“我一个人去，你们
都别管。”面对排查出来的发热病人，许
旭独自承担护送其去医院就医的任务，

坚决不允许其他工作人员参加。
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许旭把初心

和使命写在战“疫”一线，走在前、作表
率，以实际行动守住八里岔社区的安全
防线。

他用生命守护着群众健康——
广水街道办事处土门村党支部副书

记、村委会主任张小华的生命，永远定格
在 52岁。

他生命中的最后 40 多天，一直坚守
在抗疫一线，入户排查、防疫宣传、卫生
消杀、卡口值守、物资配送……每天忙碌
十几个小时，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不管
白天黑夜，无论风雪严寒，张小华都和值
守人员一道，凭借着“一问二测三登记”
的细致，守出了一个“无疫村”。

他们是疫情防控“格”斗士——
“狠心”的网格员妈妈陈艳丽，白天

上门为村民测量体温、发放口罩，宣传疫
情防控知识，参与重要卡点值守；晚上再
回到村委会做好疫情相关数据汇总统
计，进行相关信息录入上报等，吃住在办
公室。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儿子三岁
生日那天，只能给儿子打个电话。

寒潮来袭，风雪交加。网格员倪明衣
服鞋子湿透，她用卫生纸把脚裹起来，再
用透明胶带缠好，然后继续奋战在风雪
中，坚持把生活物资配送到居民家中。

开展防疫宣传、掌握人员动向、做好
排查登记、避免人群聚集、入户宣传检查
……5000 余名专、兼职网格员，走在大
街小巷，走进千家万户，用脚步细细“织
网”，依靠网格化治理优势构筑起一道
坚实防线，为抵御疫情侵袭守牢“最后一
米”。

下沉到底！
与你们并肩战斗

258 万人。7806 名社区（村）工作人
员。

随着人民群众“菜篮子”和“米袋子”
的告急，疫情防控形势日益严峻，基层防
控力量一时捉襟见肘。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
作用，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战。”我市
迅速吹响疫情防控“冲锋号”。

闻令而动，下沉到底！“与你们并
肩战斗！”全市各级党员干部 16270 人迅
速 下 沉 一 线 ， 火 线 支 援 1001 个 社 区

（村）。
宣传引导、排查登记、值守劝返、保

洁消毒、配送保障、重点管控……下沉干
部和社区干部通力协作，把党的温暖和
关心送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下沉！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这里，我就是一名志愿者。”在湖

北省医疗保障局挂职的随县副县长陈
巧，就近到城南新区报到，主动接受社区
党组织统一安排，和其他 8 名下沉干部
一道，为 924户、3000余名小区居民当起

“保姆”。
下沉！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市城管执法委高新区分局 6 名城管

队员，轮流在疑似病例集中隔离留观点
日夜严防死守，保障后勤，用临危不惧和
担当作为书写了一个个感人故事。

父子齐上阵。
市水利和湖泊系统党员干部吴斌，

下沉至碧桂园小区，在新一轮的居民健
康信息摸排登记时，时间紧、任务重，他
发动从上海返乡过春节的儿子参与志愿
服务，分工协作，敲门入户，按期完成了
568户住户健康信息登记。

全家共战“疫”。
何店镇纪委副书记金辉，带着被褥

驻扎到距离何店镇区 10 余公里的花塆

村，主动挑起花塆村的疫情防控工作重
担。在她的鼓舞下，丈夫陈祖安成为花塆

村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帮忙采
购物资、烧火做饭；儿子陈金帅则主动报
名参加了何店镇民兵志愿者团队，每天
早出晚归，在全镇各村组间巡逻。

众志成城！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严
密防线全面构筑。

就地转岗！
扶贫干部“跨界”战“疫”

对于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随州
市分公司的员工程锋来说，万和镇佛山
寨村是他的第二个家。自 2017 年驻村扶
贫以来，他的脚步遍布该村 44 个自然
湾。

为了这个“家”，程锋甚至没顾得上
生病未痊愈的妻子，春节前接到返岗通
知，他一头扎进村里 40多天。“等到疫情
过后，我再好好向妻子弥补这段时间的
亏欠。”

“请让我守好这最后一班岗，这是我
退休前的最后请求。”市疫情防控督导组
两次来村督导，两次劝他回家休息，程锋
都婉言谢绝。

因为他深知，农村是疫情防控的薄
弱环节，多一份力量，群众就会多一份安

全保障。
广袤农村也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阵

地。
“这个阵地在扶贫时没有丢，现在更

不能丢！”全市 897 个驻村工作队从脱贫
攻坚的战场迅速转入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之中，2800 余名驻村工作队员就地转
岗，“跨界”战“疫”。

在这里，他们是宣传员——
市城投公司驻淮河镇龙泉村的帮扶

干部冷权忠，发挥书法特长，书写宣传标
语，张贴在村里醒目的位置。

市发改委驻尚市镇太山村“第一书
记”张志军和来自市委机要局的驻村干
部郭志元两人，每天四五个小时穿行在
村湾里，不间断地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
传。

在这里，他们是督导员——
市烟草专卖局驻万店镇泉水寺村

“第一书记”李华国督促村两委暂时关闭
村里的泉水寺庙，避免人员聚集。

广水城郊街道办事处吴家榨村驻村
“第一书记”兼村党支部书记殷黎明，多
次上门劝导该村两户准备在春节期间办
喜事的村民不办或延办喜宴，两户村民
均表示理解。

在这里，他们是保障员——
关庙镇铁城村第一书记汪加敏，积

极联系在外爱心人士，为关庙镇捐赠 2
个红外线电子体温计、2000 个医用口
罩、4套防护服，为铁城村协调 4000多个
口罩。

“莫急，我去买。你们把药名给我。”
驻随州高新区淅河镇挑水村工作队员聂
铭对急需购药的村民说。他辗转 5 个药
店，把村民急需的药品买齐。

“防控疫情不能忘记脱贫攻坚。”
广水市医保局驻骆店镇陡坡村第一

书记张大恩，在入户测量体温时还特别
留意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生活、身体和生
活物资储备情况，先后为 13 个贫困户送
去米、面、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点滴平凡光芒，汇聚成抗疫磅礴力
量。一个多月来，他们用足“绣花”功夫默
默坚守，守住社区护好村，不断筑牢疫情
防控的基层防线，守护了随州人民生命
健康。

守得云开见月明，正是春暖花开时。
眼下，我市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活
生产秩序有序恢复中，基层干部群众正
奋战在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的战场上!

守住社区护好村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桂运东 包东流

——记随州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基层力量

我市督办推进森林防火等工作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
近日，10 岁小豪画的《向白衣天
使致敬》在阳光雨社工群里传开
了，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去年下半年，小豪因身体原
因休学在家，加之家庭条件不好，
让他形成了孤僻自卑的性格。也
是在这个时候，阳光雨社工结识
了小豪。

2019 年 6 月，市阳光雨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承接了市民政局购
买的城乡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服务
项目，在曾都区筛选出 60 名困境
儿童和 78 名留守儿童，开展关爱
服务，帮助他们增强生活的信心，
享受阳光快乐的童年。

阳光雨社工利用节假日、周
末开展素质拓展、亲子互动等活
动，邀请曾都区群艺馆开展美术
大课堂活动等，丰富他们的假日
生活，开拓他们的视野。

同时，根据困境未成年人的
实际情况开设课程，建立一对一
方案，链接资源邀请有专业经验
的老师进行辅导，让学生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参加相应的

活动，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
抗疫期间，社工们通过网络视频

的形式，与孩子们交流，讲述新冠肺炎
防护等知识，鼓励大家以绘画、书法等
形式表达自己对白衣天使、抗击疫情
的感悟，已收到各类作品 20多幅。

经过近一年的跟踪服务，小豪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变的善于与人交流，
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感谢社工阿姨，
他们让我重拾希望，懂得感恩。今后，
我会更加坚强，更加自信。”他说。

目前，该项目服务对象对活动的
满意度高达 90%，还获得慈善总会、学
校、各社区和村委会的大力支持，加大
对于特困服务对象的关注力度。

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市民政局积极开展社会工作服务试
点示范项目，在留守儿童关爱、居家
养老服务、失独老人关爱等服务项目
上取得一定成效。特别是在困境未成
年人示范项目上，建立了“三直达”
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即责任直
达、联系直达、服务直达。通过整合和
协调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各方资
源和力量共同参与建构系统化的关爱
服务网络。

让生活充满“阳光”

社工服务关爱帮助困境未成年人

防控不松懈 建设不松劲
(上接第一版)

位于城南高铁片区的党校南路、站前
西路两条道路已完成沥青刷黑。现场，市城
投公司项目秘书蒋智超正和施工单位一起
商讨后续人行道、绿化亮化等配套施工。

有序平稳推进项目建设，走访中看到，
市城投公司各建设项目均实行了封闭管
理，工地出入口安排专人把守并严格实名
登记和体温检测。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
操作规程、疫情防控宣传标语均已上墙或
张贴在醒目位置。市城投公司在指导施工
单位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公司领导、项目
秘书还下沉建设一线走访调研，了解项目
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项目建设搞

好服务。
在涢水大道项目现场，施工单位负责

人表示，需要迅速推进电力迁改和雨污水
管网对接，为接下来的施工扫清“障碍”。市
城投公司工程部涂威得知后，迅速与相关
单位电话联系，协商推进解决。

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将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周密部署、有序有
利推进城市重点项目建设复工；坚持主动
作为、一线服务，努力破解制约项目推进的
各类问题。在做好续建项目复工的同时，以
品质随州建设为指引，科学谋划、实施今年
的城市重点项目建设，为全市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力量。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
3月 25日，全市森林防火、松材线虫
病防治和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
督办推进会召开，进一步深化认识、
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推进我市森林
防火、松材线虫病防治、自然保护地
整合优化工作。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吴
丕华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前一阶段全市森林
防火等相关工作情况，指出了存在
的突出问题，并对下一阶段的相关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吴丕华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严格履职尽责，着力解
决压得不实的“痛点”、管得不紧的

“难点”、教育不深的“盲点”、防得不
细的“卡点”、人防体系的“断点”、处
理不严的“堵点”等六个方面的问

题，规定动作必须完成，存在的漏洞
必须弥补，职责交叉的地方主动补
位，清明节期间严防严控，全力做好
森林防火工作。要深刻认识全市松
材线虫病防治面临的严峻形势，认
真开展回首自查，对照上级文件要
求抓整改，迅速有序全面启动疫木
清理，切实加快清理进度，开展专项
行动加强疫木监管，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检查督办，坚决打赢疫木清理
攻坚战。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省有
关文件精神，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与多
规合一相结合，与聘请资质单位与技
术专班、领导审定相结合，集中时
间、集中人力、集中财力，咬定工作目
标，开展调查摸底，制定整合预案，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经费保障，确保
我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和勘界立
标工作有序精确高质量如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