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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达人

11月 30日，记者来到位于咸
安文笔路的青龙山公园北门口。
入园，发现小广场内人迹稀少。
站在小广场远望，广场上栽种的
绿色植被绿意盎然，再远处的青
山更是郁郁葱葱。公园左侧是一
排居民小区，右侧原青龙山部分
山体已被挖开，形成一座黄色的
小荒山。

公园入口处张贴的发图纸显
示，公园左右两侧，将建成两排居民
小区。因此，黄色小荒山上不久将
建起一栋栋房子。

继续往公园内走，记者看到，在
一片树林的旁边有一块六七平米的
菜地。一位正在耕种的居民说，他
们原来在公园附近开荒种了菜地，
公园重新开发建设后，他们原有的

菜地就没有了。现在的菜地是他们
在公园内的一片空地上开发出的。

“荒着也是荒着，还不如种点菜，免
得浪费了。”

记者一路走到青龙山公园西入
口，除了北门小广场右侧的荒山，再
无人为破坏的情况。

附近居民钟女士、张先生表
示，按照规划，公园除了北、西两个
入口，还要新建两个侧门，因为公
园还只建成了一期，后期工程还未
完成，所以也未交付相关部门来管
理。

“开发时多少都会有些破坏情
况发生，这个我们能理解。但开发
商应尽量不破坏植被，并尽快完成
开发工作，恢复附近居民的出行和
休闲生活。”两位市民说。

记者走访时发现，公园面积很
大，但管理者和清扫人员却寥寥无
几。在公园北门口入园小广场附近
的一小区物业公司内，记者找到了公
园管理者。

对于公园北入口处右侧的小荒
山问题，一名夏姓公园管理人员表
示，公园入园处的两边原来确实是两
处荒山，但荒山上并没有名贵的树
木，大多都是杂草。公园在建设时，
挖掉了一些山体，但并不存在植被破
坏的情况。

“公园的开发和保护，都是按照相
关的规划和相关建设图纸进行的，而
且有相关部门批文。”该管理人员说，公
司建设时，确实有挖山情况，但网民说
的恶意破坏山体、植被，并非事实。

指着不远处30米宽的景观带，

该管理人员表示，以前那里杂草太
深，所以全部都翻新，除了铺上大理
石地砖，还在原有的基础上，补栽了
很多桂花树、樟树等。

“公园里一旦存在人为破坏绿色
植被的现象，我们发现一起就处理一
起，但很难抓到破坏者，只得公司出
钱再将破坏的植被补上。”负责开发
建设公园的某房地产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青龙山公园于2011年开始
建园，2012年正式对外开放使用，到
现在，总共投资3000万元。

该负责人坦言，一个工程在建
设、完成时，一小部分居民有争议是
正常的，但为了大部分居民的幸福，
我们一定会把公园建得更好更美。

他表示，公园全部建好后，将把
公园管理权交由园林部门。

据了解，目前，青龙山公园内现有
林地面积1733亩，主要有马尾松、泡
桐、樟树、杉树、针阔混交林等。关注此
事的网民们纷纷表示，相关部门在修建
公园时，应尽量保护好公园内的一花一
草一木，希望以后的开发不要再出现山
体植被破坏事件。

网民“月儿”跟帖表示，他居住在
青龙山附近，原来出门就能看到青
山，回家就能拥抱绿园，可现在，出门
看到的是房子，回家也是对着一排房
子。虽然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山体
山貌了，但希望开发商能尽量保护公
园内的绿色植被，让市民依然能感受
到绿色的惬意。

网民“失落的灵魂”、“傻丫头”
说，要保护好这样一片城市天然绿地
确实很难，但修建青龙山公园，是一
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希望相关部门把

好关，真正用绿色留住人心，将公园
建成民生工程。

网民“我是一个兵”说，公园是居
民、游客常去的地方，更是展示一个
地方文化形象的窗口，在入口处建广
场，将原来的山体改变一点，重新修
建，供市民游玩、休憩，是件好事。

网民“梦飞”、“曾经沧海周围”说，
2011年，我市投巨资修建青龙山公园，
为市民创造了一个休闲、娱乐、健身的
平台，优美的游园环境、完善的基础设
施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普遍称赞。一个
民生工程要建好，确实是不容易的事。
如今，我市正在大力开展城区环境集
中整治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期盼市
民及各部门都能加强素质教育，呼吁
市民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爱护公共财
物，不要让破坏山体、破坏绿色植被的
事情再次发生。

在咸宁日报官方微信里，有一位
年纪很大的粉丝“壮心不已”。他每
天通过微信里的公众号浏览本地、外
地新闻。他说：“我不能成为老古董，
要跟上时代步伐。”

这位老人今年65岁，是崇阳人。
他每天一有时间就看微信朋友圈里
的养生知识，跟在外地的女儿聊天，
再去太极群等微信群里转转，日子过
得很充实。他还经常通过软件让图
片动起来，给画面配上音乐，往群里
一发，朋友们都乐了：“你会玩这些高
科技，真时尚！”

回想两年前，他连电脑开机、关

机都不会，打字用的是“一指戳”，女
儿无数次给他讲复制、粘贴等电脑知
识，他就是记不住。

“哎，真成老古董了。”他感叹。
这让女儿很有“意见”：“你基本的电
脑操作都不会，在广州的我想跟你视
频聊天，岂不是白日做梦？”

老人一听，觉得很有道理，毕竟
女儿一年里，最多回崇阳看他一次，
平时就打电话。如果会玩电脑，那不
就可以视频，还能见到想念不已的外
孙？

不能就这样Out(落伍)了！老人
下定决心，请了一个年轻小伙子，每

天教他用电脑。为了让他学会运用
鼠标，小伙子讲完操作要领后，直接
让他在电脑上玩纸牌游戏，这样不仅
有趣，还能让他进行巩固练习。

“什么是窗口的最大化、最小
化？就是老伴儿来查岗了，你就赶紧
最小化；老伴儿走了，你就可以最大
化……”在轻松的氛围里，老人基本
的电脑操作知识都记住了。

而今，老人不仅学会了简单的上
网，还会自制视频。他用会声会影软
件，把自己拍的一些视频配上音乐，
自己再配上旁白。看着自己制作的

“微电影”，老人心里美滋滋的。

老人表示，自从学了电脑，虽然
年龄大了，但仍然可以通过网络了解
时下最新鲜的事情，没有与时代脱
节。

“最近，我刚刚学会了怎样在网
上买车票，已经买好了两张，打算去
广东看女儿跟外孙。”老人乐呵呵地
说道。

玩转电脑的时髦老人
记者 赵晓丽

Ｂ 开发商回应：
绿色植被已补栽

A 记者调查：
部分山体被破坏

C 网民期盼：
开发之前要保护

聂家村饮用水成难题
水利部门：正申报水库加固项目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
日，一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
坛）上发帖称，咸安区汀泗桥镇聂
家村，因为水库漏水无法蓄水，村
民饮水、用水成难题。不少网民跟
帖称，希望相关部门引起重视，解
决村民们的用水难题。

网民“陈先生”发帖表示，他是
咸安区汀泗桥镇聂家村8组村民，
一直在外务工，回到家乡却发现，
村里人吃水用水，都只能到很远的
一口井里挑。一问原因才知道，因
为临近的石壁泉水库长年无法畜
水，而导致村民用水难。希望水利
部门能看到此帖，进行立项调查处
理，解决村民们的饮水用水问题。

记者随后联系了咸安区水利
局，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咸安区
今冬明春计划动工20座小水库除
险加固，投资标准200万元每座，但

目前石壁泉等9座小水库无明确投
资计划，区水利局正积极向省水利
厅申报立项，争取将石壁泉等9座
列入2016年除险加固计划之列。

另外，咸安区水利局正在编制
《咸安区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
划》，在水资源配置工程规划中列入
了新建石壁泉水库工程，计划重建
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管及配套设
施，规划总投资2200万元。一旦该
项目立项成功，将对石壁泉水库进
行流域性、系统性全面整治。到时，
村民的饮水问题将得到解决。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
日，网民“小雏菊”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帖称：“咸安区火车
站附近东山巷的路灯坏了近半年，
给市民出行带来很大不便。”

该网民称，这个路段的路灯大
约是6月份失明的，失明后一直没
有人维修。路灯失明路段连接着
站北路和怀德路，每天晚上出去散
步的人很多，但因为没有路灯，市
民们走在漆黑的道路上危险系数
很高。

“这条路是呈S型的坡路，车辆
来往很多，路况复杂，晚上没有路
灯十分不安全。”11月27日，在该
路段，市民郭先生说，晚上走在这

里，迎面走来的人的容颜完全看不
清，出行确实不方便。

市民李女士称，她每天晚上九
点多下班，担心被抢劫，不敢一个
人独行。“自从灯坏了后，这里的抢
劫事件增多了，我每天都让家里人
来接我下班。”

当日，记者致电市路灯局。第
二天，市路灯局工作人员到此路段
检查了路灯坏损的原因，并很快让

“失明”灯恢复照明。现在，市民们
已能在此放心通行。

市路灯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
公共路段路灯有坏损，市民们可拨
打维修电话15971577617或城市
管理委员会电话07158012319。

东山巷路灯失明近半年
路灯部门：现已恢复照明

尹小英、张成兵遗失坐落于咸宁市咸安区官埠桥镇湖场
村一组旁东门渔池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10009225，特声
明作废。

咸宁市龙鑫置业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
码：31655058-6，特声明作废。

丹必和遗失咸安区双溪桥镇郑良牲猪养殖场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22301600146986，特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骆传志不慎遗失嘉鱼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年12月10日核发的注册号为422322600248018的营
业执照（正）本。特声明作废。

咸安区青龙山高中生活服务部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代
码：557016747，特声明作废。

邓学华遗失坐落于崇阳县天城镇民主路18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崇房证号：605，特声明作废。

湖北净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遗失企业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22322000004526，特声明作废。

湖北净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证号：421221688467775，特声明作废。

湖北净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68846777-5，特声明作废。

湖北净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遗失嘉鱼县茶庵农村信用
合作社贷款卡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3000175301，特
声明作废。

嘉鱼县潘家湾镇游氏湘菜馆，游大国不慎遗失嘉鱼县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2011年 12月 27日核发的鄂餐字（2011）第
421221-0271号餐饮服务许可证正、副本。特声明作废。

湖北省工业建筑总承包集团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咸宁咸安支行临时结算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L5360000002301，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由于临床用血量始终居高不下，血液的出入
极不平衡，造成血液库存数量持续减少。目前，
市中心血站四种血型的血液库存均告不足，其数
量已突破预警下限。血站呼吁我市健康公民和

各界爱心人士积极行动起来，伸出援手，在风雨
肆虐的寒冬献出您的热血，挽救病人生命。

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市气候较为反常，刚
一入冬，多地连续出现阴雨天气，气温骤降。
受其影响，我市的血液采集工作开展得异常艰
难。尽管中心血站的采血工作者努力克服恶
劣的天气带来的诸多困难，顶风冒雨、早出晚
归，连日在各县区之间奔波，但由于街头流动
人口急剧减少，每日采血数量较之平日大大降
低。

针对库存不足的现状，为保障临床急救用血
的需要，血站对血液发放进行了适当调整，倡导
并鼓励患者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互助献血。

（陈玲莉）

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

献 血 专 栏

血液告急 呼吁市民踊跃献血

献血热线献血热线：：82650788265078 1899581103618995811036 1897181501818971815018

献血地址献血地址：：市中心血站市中心血站（（温泉幸福路温泉幸福路11号号）、）、中国信合中国信合（（大商城对面大商城对面））

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奉献爱心奉献爱心！！

公 告
高红菊同志：

根据工作需要，请你
于 2015年 12月 8日之前
回到单位上班，如不按
期回单位上班，超过时
间按旷工论处，并依据
相关法规，对你做出处
理。
中共嘉鱼县新街镇委员会

2015年11月28日

咸房公字（2015）80号

房屋所有权人尹小英、张成兵声称，其
座落于咸宁市咸安区官埠桥镇湖场村一组
旁东门渔池的房屋，证号为10009225号
《房屋所有权证》，因不慎遗失，现向本局产
权交易所申请补发。依据《房屋登记办
法》，我局已受理补发申请，若有异议者请
自本公告之日起2个月内以书面的形式向
本局提出，否则期限届满该房屋所有权证作
废，并按有关规定办理补发手续。

特此公告
咸宁市房地产管理局
2015年12月4日

咸宁市房地产管理局补发
房屋权属证书公告

青龙山公园山体植被遭破坏
网民呼吁：保护须先行

记者 朱亚平

近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上发贴称，青龙山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山体破坏严重，绿色植被破坏严

重，如不迅速阻止开发行为，青龙山景色将面目全非。不少网民跟帖呼吁，为了咸宁旅游城市的形象和广大市民的

美丽家园，请相关部门立即调查处理此事。近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走访。

公 告
根据鄂政发【2006】42号、咸安

区区委常委办公会【2008】5号纪要、
咸安区政府2015年第13次常务会议
纪要精神，咸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将对所属所有未改制企业进行改制，
因无法联系，请潘蓉、祝雄保、王桂
珍、李晓华、刘辉、金烈瑾、胡成付、卢
克勤、王斌、舒进、方芳、吴学志等12
位同志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
到我局办理相关改制手续，逾期不到
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特此公告
咸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12月2日

注销公告
咸宁市楚泉韵置业

有限公司（注册号：
422300000042978）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咸宁市楚泉韵置

业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4日

土地使
用权人

张银珠

土地座落

泉塘村九组

分摊面积

192.50平方米

证书编号

咸土资城集用
（2006）第0089号

证书类别

集体

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下列土地使用权人已就
其土地权属证书遗失向原填发单位报失并申请补发，现书面公
告征询异议。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无书面异议的，原填
发单位将补发相应的权属证书，同时原遗失权属证书作废。

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城区直属分局
2015年12月4日

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城区直属分局土地证书遗失补发公告
第2015054号

土地使
用权人

方长升

土地
座落

泉塘村
九组

分摊面积

192.50
平方米

证书编号

咸土资城集用
（2006）第
0088号

证书
类别

集体

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的相关规
定，下列土地使用权人已就其土地
权属证书遗失向原填发单位报失并
申请补发，现书面公告征询异议。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无书面异
议的，原填发单位将补发相应的权属
证书，同时原遗失权属证书作废。

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城区直属分局
2015年12月4日

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城区直属
分局土地证书遗失补发公告

第2015055号

（上接第一版）2015 年 10 月 3
日，全国首个爱飞客镇——荆门爱
飞客镇项目启航暨首条爱飞客大
道通车仪式举行，荆门市市长肖菊
华从中航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
左鸣手中接过授牌，标志着荆门通
用航空产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
阶段。

从航空新城，到爱飞客镇建
设，荆门全面提升与中航工业的合
作深度，并将之作为荆门经济转型
升级的重要平台来打造。

打造荆门城市名片

作为全国首个通用航空综合

体项目，荆门爱飞客镇计划总投资
约 200亿元，形成“一心三区”的格
局，即以航空俱乐部、FBO基地、航
空培训体验等通航运营为主的核
心区，以浮空器研发制造、水陆两
用飞机研发制造、飞行器组装等高
端产业组成的外溢区，以风情小
镇、养生休闲等临空商务服务为主
的关联区。爱飞客镇对于荆门的
经济发展、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
所带来的龙头效应作用不言而喻。

对于目前的爱飞客镇来说，最

大的一棵“梧桐树”就是正在建设
中的漳河机场改扩建工程。

除了抓紧自身项目建设，荆门
始终把引入专业性的市场主体作
为一件久久为功的事，锲而不舍地
开展招商引资。

一花引来百花开。围绕荆门
爱飞客镇项目的推进，目前，荆门
航空产业园已有爱飞客俱乐部、联
邦航太通用航空制造有限公司等 6
只“金凤凰”。

2015年 7月 2日，在中国总理
李克强、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
斯的共同见证下，中航工业通飞与
法国飞鲸控股签署合作开发重载
飞艇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7月 29日，法国飞鲸控股总裁
赛巴斯蒂安·布贡到湖北荆门考察
洽谈重载飞艇项目；

9月 17日，市政府与中航通飞
公司就重载飞艇研制项目正式签
约。该项目将助推荆门爱飞客镇
打造全国唯一的大型浮空器产业
基地……

一座以航空科技为依托，以航
空文化为主线的航空新城，正崛起
漳河之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