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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3316218 3814666

为严肃劳动人事纪律，规范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依据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湖北省公办教师管理暂行规定》
和《随县中小学教师管理暂行规定（修订）》等相关规定，经随
县教育局党委研究，拟对林娥等 5名同志作自动离职处理。

公告时间：2021年 10月 14日-2021年 10月 20日。
同时，欢迎广大群众对随县擅自离岗教师进行举报，举

报电话：0722-3339196，0722-3339189，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特此公告。
附：自动离职人员名单（5人）
林娥、张林、张斌、刘永奎、陈晓满。

随县教育局

2021年 10月 14日

随县教育局关于拟对林娥等5名同志
作自动离职处理的公告

遗失声明
张 文 霞 遗 失 上 汽 大 通 合 格 证 一 份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

LSKG5GC14LA152661，纸张编号：NO.0424479，声明作废。
随 州 炎 帝 园 林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286001642401，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随县支行，账号：942001010027658888，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余娇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21303MA4C18109Q，声明作废。

栾庭全遗失位于三里岗镇杨家棚村周家塆 1-1-101 房产
证，证号：27-0912，面积：102.9平方米，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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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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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一流 争先创优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

通讯员王玲）连日来，市经信局全体
机关干部先后到联系重点企业、重大
增长点走访调研，深入了解企业生产
订单、技术改造、项目推进等方面情
况，详细询问当前经营成本、原料供
应、招工用工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并详细记录企业发展意见建议。

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工业经济
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9 月 6 日，市

经信局印发《关于统筹重大风险防控
和工业经济发展开展“双联双重”行
动的通知》（即“局领导联系县市区、

科室联系重大增长点和重点企业”），
要求做到统筹重大风险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统筹企业发展和产业链自
主可控、统筹重点调度和安全环保。
该局班子成员、四级以上调研员每人
联系 1 个县市区，实现五大区域全覆
盖；科室联系 33 个重大增长点和 50

家重点企业。
截至 9 月底，该局圆满完成了首

次“双联双重”行动，专题召开了“双
联双重”行动汇报会，听取了各科室
详细工作汇报，并梳理了问题清单、
重大增长点产能释放表。首次“双联
双重”活动开展以来，该局共收集 33
个重大增长点、50家重点企业反映的
涉及要素保障、生产成本、企业用工、
市场销售、进出口贸易、营商环境等

方面的 93个问题。
市经信局负责同志表示，下一

步，市经信局将发挥“更好服务企业，
更优服务发展”的职能，深入开展“双
联双重”走访服务活动，提请市委市
政府对投资过亿元重大项目、年税收
过亿元重点企业、净增产值过亿元重
大增长点实施“一企一策”现场办公，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切实当好工
业企业守护人、娘家人。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淼、张娜娜）近日，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主动
到市属平台公司——随州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开展上门指导服务，协调推进“十大
工程”项目招投标工作进度。

随州高新投公司负责人介绍了大数据产
业园、化工产业园等项目的基本情况，并结合
实际工作，提出了如何与央企国企合作弥补项
目建设资金不足、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提高招
投标活动效率等具体问题。市公共资源交易
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认真听取了介绍，对
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了针对性解答，并从依
法依规不踩底线不越红线前提下用足用活政
策的角度给予了政策解释、程序引导和技术指
导。此次上门走访，主动对接服务，受到了“十
大工程”项目建设单位的高度重视和一致好
评。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进随州疫后重振“十
大工程”项目招投标工作，打通项目开工“最后
一公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积极主动作为，多措并举为“十大
工程”保驾护航。该局进一步完善协调服务机
制，创新开展招投标工作，建立特别通道服
务机制，实行特事特办，开辟绿色通道，加
速项目开工建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进一
步完善容缺受理机制，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建立招标项目容缺受理机制，简化招标前
置条件，对重大项目实行“并联”操作，最大限
度节约招标时间，确保重大项目落地落实；进
一步完善投诉处理机制，积极落实投诉处理快
办、快结，明确对“十大工程”项目投诉优先办
理、挂牌督战，20 个工作日内办结，化解矛盾纠
纷，促进项目顺利落地，切实把政策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周秋妤）“你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是否有关于
我们企业的相关投诉。”日前，湖北犇

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来到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12345”
热线办了解该企业近期的投诉情况。

“12345+营商环境”服务机制推
行后，随州“12345”热线先后与多家
企业主动联系，收集、反馈问题。此次
犇星 公 司 主 动 来“12345”热 线 办 对
接，也是“12345”热线与企业进行政
企互动的工作常态。热线专班负责人
就近期的涉诉情况进行了反馈，犇星
公司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行了交流
沟通，表示将针对热线办提出的相关
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措施，减
少问题投诉。

“12345+营商环境”运行后，共服务企业 216家，收
集问题 197 个，其中点对点服务企业 40 家，主动致电
265 次。涉企问题主要集中在厂址置换、垃圾清运、道
路交通、道路施工、政策补贴类等领域。“12345”热线
开通企业问题专门通道，节省问题办理时长，提升了
部门办理质效，企业对办理结果的满意率高达 100%。

当好“店小二” 做好“服务员”

市经信局开展“双联双重”行动助企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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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主动上门服务“十大工程”

连日来 ，国网

广水供电公司检修

建设工区员工利用

无人机对 35 千伏

十广线、应骆线等

重要输电线路进行

巡检，全面排查安

全隐患，有效保障

电 网 安 全 稳 定 运

行。

（随州日报特

约记者程淇、通讯

员李紫娅摄）

近日，位于曾都经济开发区的随州
市盛星机械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如
火如荼，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厂房拔地而
起，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运输车辆来
往穿梭，填土方的挖机频频“点头”，工
人们正在紧张作业。

“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双金属复合
制动鼓。”公司董事长包艳玲介绍。当前
市场上，重型商用车制动鼓存在损坏率
高、重量大等问题，用户反映强烈，迫切
需要一款新产品来改善这一问题。

用户需求就是市场，盛星机械敏锐
地捕捉到这一市场机遇。2016 年 7 月，

公司迅速组建专业研发团队，凭借近 20
年的传统制动鼓应用以及数据积累，准
确分析适合的产品和车型，仅用两年时
间就自主研发成功双金属复合制动鼓，
经过测试，产品效果更佳。相比传统制
动鼓，双金属复合制动鼓可实现单件减
重 35%，更符合汽车轻量化趋势，更节
约能源，更安全可靠。

“目前全国传统制动鼓年采购总额
超 100 亿元，如果双金属复合制动鼓能
实现全面替代载重汽车的制动鼓，未来
的市场前景非常可观。”包艳玲对市场
发展充满信心。双金属复合制动鼓从上

市到目前的扩大规模应用仅有 3年多时
间，且目前全国仅有 4 家公司掌握此技
术。

新产品研发成功了，市场也非常广
阔，但是一场艰难抉择又摆在盛星机械
面前。公司原有设备和厂房已经不能满
足新产品生产需求和未来发展需要，是
投入少量资金原地改造将就生产，还是
顶着巨大风险投入大量资金另辟新战
场大干一场？

“企业就是要在不断变革创新中谋
求发展！”经过慎重思考，包艳玲最终下
定决心，开始大刀阔斧地“自我革命”。

2021年 3月，公司投资 3亿元，在曾都经
济开发区新 316 国道边征地 247 亩，建
设厂房及办公楼等设施约 4.88 万平方
米，购置自动化铸造生产线 1条，机加工
生产线 30 条。项目建成后，仅双金属复
合制动鼓可年产 20 万件，产值可达 3 亿
元，项目预计 2023年底竣工。

站在新项目建设现场，包艳玲越发
坚定了信心。她表示，作为一家专业的
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将主动抓住机遇，
把握发展方向，致力于打造更安全、更
节能、更环保、更智能的产品，在不断的
创新中实现企业更大的发展。

盛星机械：创新发展拓市场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熊古月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

讯员蒋梦晓）“警示片里有句话说得
非常好，‘权力对于廉洁者来说是人
生有力的拐杖，对于贪腐者来说是
一把自刎的利剑’，作为纪检监察干
部一定要明白手中权力为谁所用。”
随县纪委监委办公室干部王琦感慨
道。

近日，随县纪委监委组织全体
纪检监察干部观看省、市警示教育
片，以身边案例警醒身边人，推动警
示教育入脑入心。

该县纪委监委结合实际，以党
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为载体,
在全县开展集中学廉、全面创廉、警
示倡廉、提能讲廉、主题宣廉、教育
助廉、群众感廉等特色“七廉”活动，
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为进一步拓展党风廉政建设宣
教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该县聚焦基
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建

设，组织“开放日”活动，邀请“两代
表一委员”、特约监察员、融媒体、网
评员等零距离感受纪检监察业务工
作流程、规范制度；利用“清风邮路”
宣教载体，为党员领导干部家属寄
送“廉政包裹”，送上廉政家书和廉
政书签；围绕“转作风、保安全、促发
展”等中心工作，组织拍摄党风廉政
系列微视频，着力提升党风廉政建
设宣教活动成效。

截至目前，该县累计通报违反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11 起，开
展廉政党课 50余场次，通过“清风邮
路”发放宣教资料 5000 余份，组织观
看警示教育片 3000余人次。

“要把宣教活动作为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作为强化党
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继续围绕

‘七廉’活动，聚焦主题、精心谋划，
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该县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说。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田英卫）

10 月 12 日，市交通局机关退休老
干部前往曾都区洛阳镇九口堰廉
政教育基地，开展“深秋访廉学党
史”重阳节活动。

老干部们集中参观了新四军
第五师九口堰革命纪念馆和廉政
警示教育馆两个展区。通过参观，
大家从珍贵、详实的文史资料中，
系统回顾了新五师艰苦卓绝的革

命战斗历程和我市廉政建设成果，从
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参观结束后，老同志们纷纷表示，
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学在日常、严在经常、落实在平常，
做到退休不褪色，余热再生辉。

廉政教育活动结束后，老干部们
一并参观考察了洛阳银杏谷旅游公
路。

随县“廉”番上阵
助推宣教活动落实落地

市交通局机关退休老干部
开展“深秋访廉学党史”重阳节活动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杨成军、张

发志、钦爽）为了确保学生健康成
长，确保有关要求落实到位，曾都区
洛阳镇小学、高小、张畈小学等学校
多措并举做好学生手机、睡眠、作
业、读物、体质健康管理工作。

学校通过学生集会、教职工例
会、班会和家长会，反复宣传“五项
管理”的目的、意义，让教师、家长和

学生充分认识抓好“五项管理”的重
要性，主动自觉抓好这“五项管理”；
将“五项管理”纳入学校常规管理之
中，实现领导包抓到班，责任到人。
每月对班级进行评比，树立典型，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教师、家长、
学生上下联动，形成家校共管机制，
确保孩子度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童
年。

洛阳镇严格落实“双减五项管理”工作

（上接第一版）目前对原有厂房的
拆除新建、加固、装饰装修等改
造，及大数据软硬件设施建设、园
区附属配套设施改造等正有序推
进，计划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公
共部分内外装饰装修等施工，并实
现具备企业入园入驻条件交付使
用。

乡村振兴建设组着力推动挑水
村等美丽乡村示范点建设；蕙兰居
还建房项目组力争 11月底前全面启
动项目建设；自来水厂建设组全力
攻坚推动淅河自来水厂收购和建
设。10月 8日在挑水村看到，村办公

楼及部分民房外立面包装、文化广
场建设、驳岸施工、便民桥加宽等正
在有序推进，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蕙兰居还建房将于月底挂网
招标。市化工园区自来水供水管道
已接通，正积极对接淅河自来水厂
经营权移交事宜。

抓 关 键 促 突 破 ，抓 重 点 带 全
局。除 6 个攻坚组抓在手上的重点
工作，高新投全力推进征地拆迁、国
企改革等工作，以点带面，切实转作
风、解难题、筑根基、强队伍，层层传
导压实责任，加快公司改革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10月 13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
丕华赴广水市调研基层党建工作，重
点了解村“两委”换届、红色美丽村庄
建设、乡村振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等工作情况。

在吴店镇塘畈村，吴丕华实地调
研了尹家湾鄂豫皖中央局成立旧址
纪念馆、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旧址等
红色纪念设施。就提升当地红色文化
基地建设水平，吴丕华要求，要挖掘
整合利用好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立足
史实精心布展；充实教育内容，丰富
宣传形式，增强教育吸引力和感染
力；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打

造成红色文化传承、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村。

吴丕华一行还到郝店镇铁城村、
李店镇飞跃村、新峰村等，实地查看
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实施情况，与
镇、村两级党组织负责人座谈交流，
详细了解村干部队伍建设、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及乡村振兴整村规划等。吴
丕华要求，要以村“两委”换届为契
机，全面优化村（社区）“两委”班子年
龄、学历结构，提升基层组织服务水
平和治理能力；要注重规划布局，立
足村情实际，注重创新实践，培育发
展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带领群众共同增收致富。

吴丕华赴广水市调研基层党建工作

高新投成立攻坚小组
清单化推进主责主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