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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为进一步规范用工管理，全面理顺劳动

关系，我公司自行脱离工作岗位员工：张华辉
429001197207230597，现因公司无法与其本人
取得联系，要求其本人自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
到国网随县供电公司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
部）办理上岗手续，对逾期不办理者，公司将
按照相关政策依据，作自动离职处理。

特此公告。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随县供电公司

2021年3月23日

随州市烟草专卖局敬告
为维护卷烟市场秩序稳定，保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随州市烟草专

卖局敬请广大群众对我局依法行政、内部规范经营等活动进行监督；对非法制造、

贩运、窝藏、销售假冒卷烟行为进行举报。凡经查证属实，我局将对举报人给予重

奖，并对举报人保密。

举报电话：12313
3224067(市烟草专卖局)
曾都：3589315 13908669526
广水：6236577 13972983980
随县：3339113 1527286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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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随州分行正在通过湖北省分行招聘新员工，招聘对象为 2021年毕业或从未与其他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的 2020年毕业的全日制本科（含全日制专升本）及研究生；岗位主要在广水、随县及随

州城区支行；招聘人数较多，应聘成功机会大，热烈欢迎积极应聘。

请在中国工商银行网站报名（网址：https://job.icbc.com.cn ），2021年 4月 11日报名结束。

联系人：朱先生 0722-3322320 13986432828

招 聘

晶振虽小，却必不可少，被称为通
信、电网、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心脏”。
泰晶科技正是研究、生产这个“心脏”
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我
国在该关键、细分领域担当多项重大
突破的研究型、龙头企业。

2005 年，我响应“楚商回归”的号
召，从深圳回到家乡随州创立了泰晶
科技。面对各行各业晶振用户严重受
制于国外的局面，公司成立之初，确定
了以“坚持科技创新，振兴民族晶体工
业”为己任，以“锤炼民族精品，打造世
界品牌”为愿景的企业文化定位。

16 年来，泰晶科技牢记产业报国
初心，担当产业强国使命，通过科技创
新走出了一条独立于国外巨头、打破
国外垄断的自主研发之路。从租房生

产的小作坊，发展成为国内行业生产规
模最大、产品品类最全、研发能力最强的
龙头企业，跻身于全球行业前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007 年，公司刚刚起步，主要产品
是音叉晶振，其核心原材料基座只有国
外一家企业能够生产，技术封锁、销售垄
断、价格歧视，困难重重。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听说珠海有一个叫王进的人，一直
在研发音叉晶振基座。我当即赶到珠海，
见到了时年 62 岁的王进。王进告诉我：
基座投资并不大，但技术难度大，自己研
究了一辈子基座，一直没成功，心有不
甘！如果愿意支持他，可以来泰晶继续研
发基座，研制成功就给点工资，没成功什
么都不要。我与这个为替代进口矢志不
渝者，一拍即合。

我请来王进，为他配置最好的资源，
并告诉我的团队：“要像对待我的父亲一
样对待他。”

2011年的一天凌晨，已 66岁的王进
打电话给我，他终于实现了梦想：一亿只
合格基座顺利下线了，我国晶振基座再
也不用受制于外国。

从那时起，我们的基座不仅自己用，
还供应给全国同行，中国的音叉晶体开
启了 10 年的快速发展，也为我们今天与
全球巨头同台竞技打下了基础。

在王进的带动下，泰晶一大批年轻
人以满腔的激情，投身于火热的创业创

新之中。
按照泰晶的相关制度，王进可以拿

到不错的奖励，但他婉言谢绝了。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牢记使命，矢志不渝
干成一件有意义的事，他就是泰晶的英
雄。正因为有这样一批默默无闻的英
雄，才有泰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关键核心技术要靠干出来

2011 年，随着公司发展壮大，我们
开始触摸晶振生产工艺中的金字塔塔
尖—MEMS 技术，当时全球只有两家
国外公司拥有这项技术。

我带队去国外公司考察，但到了
后，对方只礼节性接待了一下，把用
MEMS 技术做出来的晶片在我们面前
简单展示后，善意地摇着头说：“你们做
不出来的，我们什么也不会提供。”

我们深切体会到，关键核心技术要
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只有靠干出来。

回来后，我们就买了两台手动曝光
机开始干起来。十年磨一剑，我们累计
在 MEMS研发上投入超过 2亿元资金，
中间吃过多少苦，经历了多少次失败，
已经记不清了。

通过创新，泰晶科技已经实现了与
全球最先进企业技术同步、工艺同步、
产品同步，晶振这个行业我国已不再受
制于人了。从 2020 年开始，我们开始向
国外头部的同行提供机器、技术和产
品。

现在，我们的光刻产品因国内独
家、供不应求，价格一路上涨，给企业带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成长空间。随州，
已经成为全球晶振市场不可小觑的重
要基地。

为民族产业争光

2013年，泰晶科技在 DIP晶振领域
的销量已是全球第一，但是我们意识到
DIP 晶振产品已经在走向没落，SMD
晶振的用量会越来越大，于是在随州高
新区成立了泰华公司，生产 SMD晶振。

从 2013 年第一条生产线投产始，
我们就对产品质量提出了近乎苛刻的
要求，强化“以质取胜”的战略意识，做
精做细产品和服务。

今天，泰华公司已有 25 条生产线，
年产各型号 SMD 晶振 25 亿支，成为全
球同行业中生产规模最大、设备最先
进、技术最领先的工厂，成为具有一流
质量标准和品牌价值的样板企业。

泰晶致力于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
生产出来的产品供应给一大批龙头用
户，为中国晶振行业掌握发展主动权而
不懈努力。

“十四五”征程已经开启，泰晶科技
将以一流的技术、国际化的视野、勇于
创新的精神，勇立行业潮头，朝着成为
国际知名的频控器件领导者方向不断
迈进。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张琴整理）

牢记产业报国初心 担当产业强国使命
讲述人：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喻信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郭雲峰）4
月 1 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举办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要论述，重温我们党走过的百年
光辉历程，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
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该中心负责人要求，要把读书
班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
精心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论中
国共产党历史》等必读书目，学习

《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深入研
讨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努
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系统
掌握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心党员干

部要牢牢把握“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总要求，
以上率下、表率示范，带头学党史、
讲党史、懂党史、用党史。要树立服
务意识，强化责任担当，继承和发扬
党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以“我
为群众办实事”为载体，持续巩固深
化“双评双治双促”活动，把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为促进工作的强大动
力，推动管理服务提档升级。深入谋
划公积金“十四五”规划，围绕中心
工作，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抓好扩面
归集、信息化建设、风险防控等业务
工作相结合，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效果导向，系统谋划、统筹推进、
务求实效，推动公积金事业高质量
发展。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海芹）
2020 年，全市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建
设项目共计 80 个，主要用于各地公
共卫生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等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行业集中、项目
量大等原因导致部分建设项目存在
进展缓慢、资金使用率较低的问题，
为此，市审计局近期进行了专项审
计并及时指导整改，助推项目落地
见效。

跟踪督办促项目落实。对进展
缓慢、资金使用率低下甚至仍未开
工的抗疫特别国债建设项目，帮助
被审计单位找准问题的卡点和堵
点，督促各相关部门在依法合规的
前提下，积极担当作为，采取有效措
施助力项目实施。

完善项目库提升项目质量。认
真谋划能够在全市形成较强发展支
撑能力或发挥较强社会效益的优质

项目，科学调研，完善储备手续，
形成有竞争力、有吸引力的优质储
备项目，全面提升项目库建设质
量，以满足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

强化资金监管，提升资金使用
绩效。建立健全覆盖资金分配、拨
付、使用和监管全过程、全链条的监
控体系，全面掌握资金去向及使用
情况，确保账务清楚、流向明确。同
时，坚持“设目标、抓源头”，通过抓
好项目储备、资金下达、目标审核、
项目执行四个重点环节，借助 5G、
大数据、云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对
资金分配、拨付、使用、偿还和绩效
情况等实施全程跟踪和评价，确保
资金“花在刀刃上”。

一系列措施有效加快了各建设
项目进展，促进了抗疫特别国债资
金发挥效益。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沈强 、王
定江、储亚帝）近日，湖北省委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厅
印发《关于通报表扬 2020 年全省村
庄清洁行动先进单位的通知》，对全
省 64 个村庄清洁行动开展有力、效
果突出的单位予以通报表扬，随县
上榜。

近年来，随县坚持把村庄清洁
行动作为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抓手，按照“五清一改”

的整治要求，创新实施“三个三”工
程举措，取得了“村庄美、百姓富、环
境好、社会安”的良好成效，曾先后
荣获“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全省文明城市”“省级园林县城”
“省级绿满荆楚行动先进集体”“全
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先
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除随县外，曾都区洛阳镇、广水
市余店镇也荣获“2020 年湖北省村
庄清洁行动先进单位”称号。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佘重华、冯
军）为确保清明节期间辖区道路安
全畅通，近日，曾都区交通运输局多
措并举，从提升路况、改善路容入
手，全力为群众出行提供良好的道
路交通环境。

强化路面检查。克服雨水大、阴
雨天气多等不利因素，抢抓晴好时
间节点，对迎宾大道、炎帝大道曾都
段等影响行车的路面坑槽和边沟及
时进行处置清理，提升路况。同时对
受损道路安全附属设施及时维护，
做到保障有力。据统计，该局共处置
路面坑槽 3800余平方、维修标志 10

余套、维修边沟 700 余米、更换爆闪
灯4套、防撞桶10个、修复钢护栏120
米，较好地保障了行车安全畅通。

开展公路路域环境整治。该局
以全区平安创建活动为抓手，结合
乡村振兴建设，组织局运输安全与
法规股、公路养护等相关股室和单
位，在节前对所有管养线路进行了
一次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排查情况，
拟定及时保畅方案，大力整治路域
环境。在做到保洁经常化的基础上，
对路肩高草、堆积物进行清理，及时
清除路面抛洒物，确保公路环境靓
丽畅通。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张立）“主要
是弄清楚地面附属物情况，为下一步红
色美丽村庄项目建设作好准备。”3月 22
日，曾都区洛阳镇九口堰村党支部书记
代道银来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旁一处
树林内，统计村里的树木情况。

九口堰村距离汉十高速洛阳店出口
2 公里，是新四军五师司令部、政治部所
在地，五师边区建设银行、战地医院、兵
工厂、被服厂、作战炮楼、十三旅旅部等

旧址均分布在该村境内，是洛阳镇千年
银杏谷景区旅游线路必经之地和重要节
点，旅游资源优势十分明显。

“不能守着青山没柴烧，这么好的资
源如果不能开发利用好，是我们村委会
一班人的失职。”代道银介绍。近年来，村
委会围绕旅游产业大作文章，先后发展
猕猴桃基地 100 亩，泉水柑基地 100 亩，
鼓励 120 户村民发展农家乐，年接待游
客 60 万余人次，带动村民就业 400 余人

次，年带动村民销售农副产品10余万元。
红色美丽村庄项目是目前村里正在

积极申报争取的重点项目，项目包含一座占
地 10 亩的红色教育培训中心，并重点修复
炮楼湾、三一湾两处革命遗址，打造一个展
现红色元素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项目如
果能顺利落地，将带动全村村民收益。

代道银介绍，除了正在申报的红色
美丽村庄项目外，位于九口堰纪念馆新
馆旁的千年古寨罗什寨的开发工作已经

启动，洛阳镇政府与区乡投公司已经签
订旅游项目开发合同，计划恢复古山寨、
抗战遗址旧貌，建设农耕体验区，建设索
道至桃园河中岛，计划将罗什寨打造成
为休闲、民宿度假、生态观光、研学科普、
红色教育于一体的古寨文化生态旅游区。

“下一步，我们还将引进村宿和香菇
深加工项目，进一步提升红色旅游品质，
提高村民收入，将九口堰村打造成乡村
振兴的样板。”代道银表示。

市审计局助推
抗疫特别国债建设项目落地

市公积金中心
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

曾都区交通运输局
切实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随县获评“2020年湖北省
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单位”

九口堰乡村旅游助振兴

讲好企业故事 加速裂变发展讲好企业故事 加速裂变发展

企业家故事会企业家故事会

近日，随州市
宏林应急救援队与
湖北郡泰医化有限
公司开展液氨泄漏
事 故 专 项 应 急 演
练。演练快速有序，
检验了公司应急预
案的可行性，锻炼
了应急救援指挥、
协调、行动能力，提
高了职工安全意识
和应对突发事故处
置能力，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随州日报通
讯员余功林、李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