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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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敬 告
为方便客户就近

在随州日报上刊登分
类广告（声明、公告、售
房、售车、招租、注销
等），原随州日报社一
楼（沿河大道 122 号）
办理随州日报广告业
务不变。特此敬告。

联 系 电 话 ：
3312088
随州日报社广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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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

遗失声明
刘小兵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21321600305712，声明作废。
随州市汉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286000899901,基本存款账户，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
市曾都支行，账号：100546684450018888，声明
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随州市汉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原公章名称：随州市汉威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声明原公章作废。

随州市富航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原公章名称：随州市富航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声明原公章作废。

根据曾都区委统一安排，区委第一、
二、三、四巡察组将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
起，对区信访局、区人民检察院、区交通
运输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医疗保障
局、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区城市管理执法
局、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区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区乡投公司、团区委、曾都医院
等 12 个单位开展常规巡察，巡察时间为
90 天，欢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向巡察
组反映有关情况和问题。鼓励署真实姓
名和准确联系方式的实名举报，并优先
办理，及时回复。

曾都区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单位：区
信访局、区人民检察院、区交通运输局。
巡 察 期 间 专 门 设 置 值 班 电 话 ：
18062190071（工作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来信请寄：随州市
沿河大道校场巷 1号曾都区委巡察办转
区委第一巡察组收，邮政编码：441300；
电子邮箱 zengduxuncha1@163.com；

曾都区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单位：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医疗保障局、区城市
管理执法局。巡察期间专门设置值班电
话：18307220931（工作日上午 8：30-12：
00，下午 14：30-17：30）；来信请寄：随州
市沿河大道校场巷 1号曾都区委巡察办
转 区 委 第 二 巡 察 组 收 ，邮 政 编 码 ：
441300；电子邮箱 zengduxuncha2@163.
com；

曾都区委第三巡察组巡察单位：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区产业发展服务中
心、团区委。巡察期间专门设置值班电

话：18307220937（工作日上午 8：30-12：
00，下午 14：30-17：30）；来信请寄：随州
市沿河大道校场巷 1号曾都区委巡察办
转 区 委 第 三 巡 察 组 收 ，邮 政 编 码 ：
441300；电子邮箱 zengduxuncha3@163.
com；

曾都区委第四巡察组巡察单位：区
扶贫开发办公室、区乡投公司、曾都医
院 。巡 察 期 间 专 门 设 置 值 班 电 话 ：
18307220935（工作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来信请寄：随州市
沿河大道校场巷 1号曾都区委巡察办转
区委第四巡察组收，邮政编码：441300；
电子邮箱 zengduxuncha4@163.com。

各巡察组信访信箱设在被巡察单位
指定地点。来访接待地点设在随州市沿

河大道校场巷 1号区委巡察办办公楼各
巡察组。区委巡察办在一楼设立了信访
信箱。

巡察期间来信、来访、来电受理范
围：被巡察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严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风廉政建设、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选人用人以及
违反“六项纪律”等方面的情况。来信、来
访、来电受理时间截止到 2021 年 7 月 2
日。

中共随州市曾都区委第一巡察组
中共随州市曾都区委第二巡察组
中共随州市曾都区委第三巡察组
中共随州市曾都区委第四巡察组

2021年 4月 6日

二届曾都区委第十四轮巡察公告

“北寿山，即太白所谓攒吸霞雨，隐
居灵仙者也，人境之胜如此。”

寿山——《德安府志》极尽赞美的人
间仙境，诗人李白的旅居之所，如今依旧
郁郁葱葱，松柏成林。这片密林与一位守
林人有关，他叫马玉友。

今年已经 88岁的马玉友，1994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独自居住在位于寿山
脚下的广水市陈巷镇友谊村院子湾，老
伴去世，儿女在外打拼。老人独居的房子
里贴满了奖状和报纸，这些物品记录着
一位老党员初心不改的岁月。在友谊林
场的工作是老人工作履历中最浓墨重彩
的一笔，老人对林场、对寿山充满感情，
他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献给了林
场，献给了寿山。

木匠老师带出一群手艺人

想改变、想脱贫、想发展，这是多年
来村民的梦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寿
山，乡亲们坐拥金山银矿般的寿山，却不
知该如何利用，生活依旧贫困。时任友谊
林场场长的马玉友，决心带领群众创业，
改变贫困的现状。

几经思考，还是寿山给他带来了力
量，也给了他破局的智慧。他自小跟随木
匠父亲学习木工知识，能做很多样式精
巧的木桌椅，而友谊村最不缺的就是林
木资源。他决定，免费教乡亲们做桌椅。
就这样，一只木工队伍在友谊村拉了起

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马玉友说：“我
想，背后靠的、脚下踩的，都是资源，没有
老师，我自己可以当老师。”

也有些村民不解，认为只做些桌子
椅子，赚不了多少钱。面对质疑，马玉友
积极宣传：“只有靠自己的双手，主动干
起来，才能摆脱贫困。”由于木工队手艺
精湛，且选材优良，所做的桌椅板凳在县
镇的集市上很受欢迎。更为重要的是，大
家在赚取第一笔资金后，采取以老带新
的模式，使木工技术得以发挥光大，不少
村民从中受益。在老人退休后，一些当初
的学员依然在沿海地区红红火火地发展
各自的事业。

守林人不负苍松翠柏

“立下愚公志，栽种绿满山。”为庆祝
友谊林场创建 10 周年，马玉友创作了一
首诗，这是其中的一句。他时刻把共产党
人为人民服务的责任铭记于心。

1992 年，友谊林场获评广水市先进
单位。讲起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老人至
今仍很感动。

寿山森林覆盖率达 87%，拥有水杉、
香果、青檀等珍贵树种，松柏、榆杨随处
可见，可以说，这座淮南小山是国家珍贵
的树种天然基因库。而这座大宝库也免
不了遭人觊觎。

有一个夏夜，他听到异响，拿起电筒
和防身棒走出门，果然发现了盗树贼。他

冲上前去，抢夺对方的伐木工具，不料把
胳膊划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把盗树贼
吓得逃走了。

除了盗贼，更难管理的还是跟马玉
友同根同源的村民们。“靠山吃山”，看着
漫山遍野的树木，一些村民难免产生砍
树卖钱的念头。有村民把这个想法告诉
马玉友，希望能得到他的允准。

马玉友坚持原则，丝毫不松口：“这
是国家的树木，怎么能私人砍伐?”见软
的行不通，胆大的便趁着夜晚去林场中
砍树，被马玉友阻止。为此，马玉友没少
遭村里人白眼和辱骂。

回忆起值守的日日夜夜，老人无悔
自己十年如一日的付出：“我既是共产党
员，又是林场负责人，这个担子我不担谁
来担。”

如今，友谊林场千亩松杉园里面的
松柏依旧常青，屹立在寿山山顶。这些树
木仿佛一幅幅画卷，展现了一位共产党
员的担当，也是这位老党员践行初心和
使命的见证。

老党员关键时候冲上一线

1999 年，马玉友老人退休。卸下工
作担子，他也没有忘记党员的职责，每天
打扫村口的卫生，帮助村干部做力所能
及的事。村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除了向
村干部反映，也喜欢找马玉友老人谈谈
心。只要村里召开党员大会，他都拿着笔

记本，提前到达会场，从未缺席。
老人喜欢读书看报，他拿出他最喜

欢的《当代老年》杂志说：“活到老、学到
老，退休后我总想多学点知识，在国家需
要我的时候我才有能力再站出来。”

2020 年 初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突 袭 而
来。已经 87 岁高龄的马玉友老人主动向
村支书请缨，要做疫情志愿者，到村口处
值守。寒冬腊月，村口的围挡处，一位耄
耋老人和村干部们一起站岗，登记入村
人员。“我是共产党员，国家发生了任何
困难，我都要主动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责
任。”马玉友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语
气坚定。

在马玉友老人的柴火房中，有这样
一句家训：“自力更生勤为本，艰苦奋斗
俭当先。”的确，老人的生活节俭，每天洗
衣、做饭等等家务活都自己动手，既不靠
儿女，也不向组织提要求。

老人 88 岁的高龄了，身体难免会有
些病痛，按月领取的养老金大部分买了
药，虽然时有拮据，但他未曾向组织开口
申请过一分钱，“我现在每月领养老待
遇，儿女也给生活费，生活很幸福，绝对
不给组织添负担。”

这就是一名基层老党员的日常点
滴，岁月磨平了他的指纹，却磨不去他内
心的那份理想和信念，时光给他带来了
白发与佝偻，却带不走共产党人的坚毅
与无悔。

寿山“愚公”
随州日报通讯员 胡丹 董智华

——记广水市陈巷镇88岁老党员马玉友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
超、李佳芳）为有效发挥刑事
执行检察在社区矫正中的监
督作用，排查“纸面服刑”隐
患风险，监督纠正脱管、漏管
等问题，近日，曾都区人民检
察院联合区司法局开展社区
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对曾都
经济开发区、东城、西城等 3
个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实地
检查，并来到 3 名暂予监外
执行重点人员家中,进行深
入细致的走访。

检查中，该院刑事执行
检察人员认真察看各司法所
社区矫正工作台账，特别是
对在矫人员报到情况、日常
教育、外出请假、管理措施、
档案管理等环节进行重点检
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一些问
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

检察人员来到刘某某等
3 名暂予监外执行重点人员
家中，深入了解 3 人的病情、
诊疗、思想、监管等最新情
况，并核查他们是否继续符
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特别

重申暂予监外执行相关规定，警示他们遵
纪守法，服从监管，鼓励他们树立信心，积
极治病。

下一步，曾都区人民检察院将以深入
开展“教育整顿”和“纸面服刑”专项活动为
契机，强化与政法各部门沟通衔接，全面加
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监督，紧盯突出
问题，整治顽瘴痼疾，重点开展违规违法暂
予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对象信息化核查等
检察监督项目,推动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
制度化，提升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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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夏一菲、王
宇）“聆听老党员的故事，从老照片
里了解公司的发展史，学唱革命歌
曲领悟党史背后的故事，公司庆祝
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在学习的同时我备受鼓
舞。”近日，随州供电公司高新区供
电中心神农营业班副班长龙颜，刷
着早上 8:30推出的寻访老照片微信
内容，谈到自己的感受。

随州供电公司庆祝建党 100 周
年系列活动开展一个月以来，受到
广大干部职工的一致好评。此次系
列活动，以“奋斗百年路、随电践初

心”为主题，围绕 8大类 22项特色动
作开展庆祝建党百年“611”系列活
动。通过组织党员职工到革命圣地
现场学习、讲授党史微党课、开展系
列采访等多种方式，确保全体党员
职工能够多渠道参与到活动中来。

目前，随州供电公司已经陆续开
展了“百年风华唱百年”“百里循迹
探百年”“奋斗百年路 随电践初心”
主题采访等系列活动。下一步该公
司将把党史教育融入庆祝建党百年

“611”系列活动中，在“学党史”中聚
焦主业主课，在“感党恩”中传递真
理力量，推动国网战略高质量落地。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晓霞）近
日，市科协机关支部委员会联合随
县科协、尚市镇科协、葡萄协会党支
部开展了“学党史、我为群众办实
事”主题党日活动。

在完成固定仪式和集中学习之后，
市科协相关负责同志领学赏析《沁园春·
长沙》，介绍这首词的历史背景并作诗词
赏析，全体参会党员集体朗诵《沁园春·
长沙》，以此开启了市科协跟着毛泽东诗

词学党史宣讲活动，会议气氛严肃热
烈，党员学习积极性高涨。

这次党史学习教育将市县镇三级科
协党员集合起来，学习氛围好，仪式感强，
使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浅。

市科协开启学党史宣讲活动

随州供电公司
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建党100周年

建管并举促提升
（上接第一版）

“只要具备施工条件，我们上足
人力机械加油干，加班加点，力争 4
月底前完成闸坝底板建设，确保安
全度汛。”该负责人说。

“既要抢工期，又要保施工安
全。”涉河水利项目建设推进过程
中，市水利和湖泊局领导多次现场
调研指导，该局组织安全生产、质量
检查专班，不定时深入现场检查督
办，查隐患，堵漏洞，出对策。

在 水梁家桥水生态连通工程
项目现场，该局领导及专班人员提
出，要做好两手准备，汛前能完成闸
坝主体工程最好，同时提前做好备
案设计，以防上游来水过大、过急对
项目的安全造成影响。

持之以恒巡河护河

既注重建设项目，又不忘河道
管护。虽然项目建设时间紧、任务
中、人手少，但市河道堤防建设管理
局统筹安排，每周仍要抽出一至两

天时间，深入开展暗访巡河。
4月1日，在前往漂水综合治理等

项目现场时，市河道堤防建设管理局
一行还沿途察看了 水河、漂水河相
关河段环境面貌，并做好日常巡河记
录。通过无人机巡河、徒步巡河等方
式，开展全覆盖暗访巡河，精准发现和
解决河道“四乱”问题，着力推动全市
河道环境持续好转。

市河道堤防建设管理局负责人
说，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三年行动计
划以来，我市河道环境面貌明显改
善，“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
正在实现。这两年来，该局抢抓政
策机遇，积极向上争取，浪河、漂水
治理工程推进实施，河道功能得到
进一步强化、完善。

“河道管理，三分建，七分管。
我们将在抓好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确保在建项目如期完成，发挥工程
效益。同时，常态化做好巡河护河，
建立完善长效机制，让安全、生态河
流更好造福于民。”张道勇说。

（上接第一版）2012 年，青年张成从
父亲那里接手这个占地 100 余亩的
橘子园，为了种好新品种，张成先
后前往武汉、宜昌等地考察学习，
终于找到适合本地种植、口感也不
错的品种，去年年产量达到 10 万
余公斤，橘子味道甜美，受到当地
消费者的好评。

每到秋冬时节，漫山遍野，点
点金黄，硕果累累，清香扑鼻，橘
园的采摘期从 9 月一直持续到年
底。如今的橘子园，在大力发展种

植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集休闲、观
光、采摘于一体的绿色生态模式，
下一步张成计划在岛上未开发的区
域种植桃树和特色柑橘，打响橘园
品牌。

近年来，先觉庙村大力发展特
色草药种植、橘子园观光采摘和特
色鸽子养殖产业，以三大种植养殖
基地为基础，因地制宜，全面开展乡
村振兴建设，促进产业增效、土地增
产、农民增收，奏响乡村振兴“进行
曲”。

奏响乡村振兴“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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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晚央视主持人朱广权和知名
带货主播李佳琦为随州香菇酱带
货，6 日晚亮相薇娅湖北公益直播
间的随州香菇 3秒卖出 26000多份。
2021“炎帝故里随州好物节”将于本
月中旬正式开启，届时一大批随州
宝藏特色美食美味将在线公益销
售。

7 日晚 8：00，由李佳琦和朱广
权搭档的“小朱配琦”第三季湖北公
益直播专场在武汉黄鹤楼开启，品
源（随州）现代农业的“菇的辣克”牌
香菇酱也在线直播销售。直播现场，
每份包含 4 小盒不同口味的香菇酱
以远低于市场价的 19.9 元销售，上
架的 2万份香菇酱 3秒内售罄，品源
公司随后数次补货，直播间网民下
单不断。截至当晚 9：30，直播现场
累计售出香菇酱 4.2 万份。6 日晚，
带货主播薇娅在湖北公益直播专场
试吃并力荐随州香菇。

提前上线的两轮随州好物抢购
热潮，让即将于本月中旬正式开启
的 2021“炎帝故里随州好物节”引
发广泛关注。届时，将打造炎帝文化
庙会线上电商平台，并在微博推出

“炎帝故里随州好物节”话题，依托
微博热搜榜、微信及抖音信息流，多
形式、多渠道面向全国推介随州特
色好物农品。目前，活动已完成随州
特色农产品筛选、文创策划；炎帝文
化庙会电商平台正在进行最后调
试，将于本月中旬上线。

随州是农耕始祖炎帝神农故
里，是中国香菇之乡，厨祖詹王便是
随州人。南北交汇的地理气候，勤劳
智慧的随州人，造就了一大批随州
特色优质农产品和地域美食。历经
冬日风雪愈发好看好吃的泡泡青、
有着“东方巧克力”美誉的健康黑
蒜、发源于詹王故里的地域特色美
味拐子饭、产自中国香菇之乡的独
特香菇，以及葛根粉、厉山腐乳、香
菇酱、随州香米、茶叶、滑肉等，被誉
为湖北宝藏美食。届时，这些随州特
色美食美味将在炎帝文化庙会电商
平台呈现，并以最低的成本价向全
国公益销售。

“炎帝故里随州好物节”为辛丑
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系列活
动之一，旨在推介随州特色农产品，
助力打造随州“现代农港”城市品
牌。

大批宝藏随州美食美味等你围观

“炎帝故里随州好物节”
本月中旬开启

3月 24日，位于随州高新区淅河镇的湖北丰年公司组织民工在苗圃苗床上进行整地、碎土。今年该公司通过引进育苗
新技术和水果新品种，开展自繁自育，以满足近 1000亩山场梯田绿化和果树种植需求，打造观光农业新亮点。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李文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