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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夏新宇感动欣慰的是，在各
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努力下，一场
斧头湖的生态保护战斗已经悄然打响。

那么，斧头湖究竟要怎么进行保
护？怎么进行开发利用？说到底，就是
斧头湖到底如何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资
源利用的转型之路。

与斧头湖沿湖的村民打了20年交
道的夏新宇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围栏养殖对于近万户老百姓的就业和
生产发展确实带来了实惠，近万户渔民以湖
为生，以村为单位，形成了一条生产、捕捞、
销售的产业链，不少渔民靠湖实现了小康。

但是，围栏养殖给水质带来的影响也

确实存在，这是一条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
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必须进行拆围。

目前，斧头湖管理局已经停止了大湖
围栏养殖水面使用权证的审批，去年开始
也停止向渔民征收自然增值保护费用，政
府也正在制定拆除围栏的实施方案。

但是，夏新宇认为，斧头湖的保护绝
对不是一拆了之这么简单：“我们对湖泊
的保护最终目的是要更好地科学利用湖
泊的资源，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要造福于
民，要让老百姓分享湖泊的红利。”

斧头湖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而且还拥有令人羡慕的人文资源，斧头
湖流域仅各种类型的石桥就达20余座。

“把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结合起来，
把湖泊保护和资源利用结合起来，这应
该是斧头湖保护开发利用的治本之策。”
夏新宇说。

他建议，相关部门在通力做好污染
治理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全盘的规划，把
斧头湖建成一个休闲观光旅游的胜地。

在斧头湖里设立自然保护区，加强
生态保护；在湖内进行人放天养养鱼，实
现鱼和水草的天然良性循环，提高水质；
在沿湖地带设立观光区和农庄，吸引周
边城市的市民前来游玩。这样一来，湖
泊得到了有效保护，渔民得到了有效安
置，老百姓的收入也得到了有效保障。

12日，记者在赤壁市柳山湖镇
腊里山村拍摄的美丽画面。近年
来，腊里山村抢抓美丽乡村建设机
遇，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先后
建起小游园、移民文化长廊、景观
塘等，同时依托山村地形，栽种绿
化树木6240多棵、硬化美化生活道
路800米，极大美化了村容村貌。

腊里山村先后被授予全省“新农
村建设示范村”、“绿色示范村”、

“宜居村庄”和我市“最洁净村庄”
等称号。

记者 袁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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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农民军领袖杨么，

有一把宣花大金斧，九九八

十一斤。杨么用此斧砍杀

朝廷官兵，打了许多胜仗。

后来，杨么被官兵围至斧头

湖，官兵中敢捉杨么的不

多，想得此斧的却不少。众

官兵围住杨么大喊：“交出

斧头，就留一条活命。”杨么

一想，命都没有了，还留此

斧何用？于是他把斧头丢

进湖，顿时湖面像煮开了的

水，鼓着泡泡、冒着热气。

落水的地方长出了一座山，

远远望去就像一把插在湖

里的斧头，后人遂把这座山

取名斧头山，山下的湖形似

斧，俗称“斧头湖”。

探访咸宁国家级保护湖泊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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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头湖，湖北省第三大湖泊，

是江汉湖群中较大的浅水湖泊。

流域面积1238平方千米，涉及咸

安区和嘉鱼县、武汉市江夏区3个

县市区，2012年末全流域总人口

59.41万人。具有调蓄、灌溉、养

殖、航运、城镇供水、生物栖息、调

节气候、水质净化等天然功能，为

长江中下游武汉市附近一般蓄洪

区，也是金水流域调蓄洪区。

斧头湖流域是湖北省重要粮、

棉、油、渔、蔬菜生产基地，鄂南经

济发展重要区域。

历史上的斧头湖与西凉湖连

为一体，是湖与长江相通后，湖面

大面积淤塞，江河水位下降，遂形

成甘棠陆地带，以王家庄至静堡嘴

一带山梁为分水岭,将大湖一分为

二，东北为斧头湖，西南为西凉

湖。

1935年4月，民国政府在金水

河入江口建成控制江水倒灌斧头

湖的金水闸工程，结束了斧头湖流

域每年汛期无法控制江水倒灌的

历史。1974年建成金口泵站，装

机6台，当时建成时单机容量1600

千瓦，2000 年后改成容量 6×

2200千瓦，使斧头湖流域汛期无

法排水的难题得到解决。20世纪

60～70年代，沿湖各地共计围湖

增垦19处，围垦后的湖水面比20

世纪 20 年代的湖水面缩小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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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围湖造田到围栏养殖再到科学保护，从水面污染到水质下降再到水域治
理，从生态保护到开发利用再到造福百姓——

斧头湖的转型之路
记者 盛勇

10日一大早，夏新宇戴上草帽，从咸
安城区的家中赶到斧头湖。

夏新宇当了近20年湖北省斧头湖
管理局局长，去年10月份退休后，特别
是最近连续的暴雨，让他对斧头湖满是
关注和牵挂。

站在堤上，一望无际的斧头湖湖面，
汹涌澎湃。一如湖面，夏新宇内心思绪
万千，斧头湖的历历往事，在脑海中渐次
铺开：

斧头湖是老天赐予大自然的一个天
然湖泊。其保护开发和利用经历了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
年代，为了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国家号
召向湖向山进军，斧头湖围湖造田10万
亩，现在的向阳湖农场和头墩农场都是
当年“造”出来的。

第二个阶段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
代，为了致富老百姓，斧头湖响应省委省
政府的号召，建设鱼米之乡，向大水面开
发养殖进军。在政府一系列税收、政策
和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斧头湖围栏养殖
水面面积达到13万亩。

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2012年《湖
北省湖泊保护条例》颁布以来，斧头湖迎

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为了实现“千湖
之省，碧水长流”的目标，斧头湖进入了
生态保护，科学保护利用资源的转型期。

无论是哪个发展阶段，斧头湖的核
心和宗旨永远是造福当地百姓，夏新宇
告诉记者，据最新数据统计，斧头湖是我
省第三大湖泊，总面积有18.9万亩。它
地跨武汉市江夏区、咸宁市咸安区、嘉鱼
县，沿湖涉及有7个乡镇和两个国营农
场，福及近7万人。

“斧头湖为周边老百姓的经济发展、
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夏新宇激动地说。

与斧头湖朝夕相处20年的夏新宇，
目堵了斧头湖的壮大，见证了斧头湖的发
展。但是，令夏新宇至今仍然感到痛心的
是，由于多种原因，过去曾经是咸宁城区
饮水源的斧头湖，水质却逐年在下降。

夏新宇的担心在《市人大常委会湖
泊保护情况暗访监督纪实报告》中得到
了印证。2015年市人大常委会湖泊保护
暗访组经过实地调查后，分析了我市湖
泊污染造成的原因：

一是保护意识不强。湖泊保护意识
不强，宣传力度不大，保护措施不力，群
众知晓率不高；依法行政、依法查处的力
度不大，造成违法侵湖、栏湖、占湖行为
时有发生。

二是经济利益至上。由于历史政策
原因。上个世纪在政策的鼓励下，斧头
湖近80%的水面大力推行围栏养殖，由
于养殖密度过高，破坏了湖中水草和植
被，净化水质功能减弱。

三是上游水源影响。由于上游工业
废水的乱排乱放，城市生活污水的随意
排放，造成了斧头湖湖泊面源污染严重，
水质下降。

斧头湖向人类发出了求救的声音。
“再不进行综合治理，再不进行科学

保护，让咸宁人引以为豪的斧头湖将面
临巨大的灾难！”

斧头湖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
转折关口。

美丽乡村——腊里山

嘉鱼园林部门

应急处置城区倒伏树木险情
本报讯 通讯员皮道琦、熊杰报道：7月6日，嘉

鱼县园林局巡查人员接到电话：沙阳大道公路桥处一
棵香樟树倾斜，将一旁的通信电缆压在树木主干下，严
重威胁沙阳大道通行安全，在暴雨持续的情况下，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

接到抢险指令后，县园林局防汛应急队员迅速调
集高空作业车、拖车抵达现场，开展树木抢险工作。

期间，工作人员锯除树木分枝，清走树枝，尽量保
持树木最大的主分枝造型，同时，对树穴的积水、断根
进行挖除处理。然后，他们将保留的原树干扶正、加
固，并加强养护，使树干恢复生长，重新长出新枝。

经过半个小时的抢险作业，成功消除了该段的安
全隐患。

6月30日以来，嘉鱼县遭受持续强降雨，城区部分
树木出现不同程度的倾斜、倒伏、折断。

县园林部门迅速启动了园林抢险应急预案，每天
调动15人、4台车投入到抢险工作，加紧对市区各路段
树木的巡查、清理，扶正，加固倒伏树木。

截至日前，该局已应急处置沙阳大道、嘉鱼大道、工
业大道、园区一路等城区主次干道倒伏树木险情16起。

官桥镇

发展苗木花卉产业助农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6月25日，记者在嘉

赤线的嘉鱼县官桥镇舒桥社区路段看到，千姿百态的
花卉苗木把公路两旁装扮得生机勃勃、美不胜收，而这
些苗木、花卉便是该镇农民增收致富的亮点产业。

据了解，官桥镇近年将大力发展苗木、花卉产业作
为农民增收的经济增长点来抓，采取“政府投资整地供
苗、干群参与管护受益”办法，启动“以奖代补资金”，大
力实施“统一翻耕整地、农户管护受益”工程，先后在嘉
赤线和京珠连接线的公路旁建立起集生产、观光、销售
于一体的花卉苗木基地，绿色基地的示范效应还辐射
周边近300多家农户争相种植。

该镇通过“以奖代补”方法鼓励农户大力发展苗
木、花卉产业、激发众多开发者的参与，不仅有镇村干
部及镇直部门干部带头示范种植，还引发县林业局等
单位和个人的加入投资发展苗木产业。

目前，全镇共建立苗木花卉基地10000亩，其中
京珠连接线10公里的苗木花卉生产基地面积近8000
亩，年产值达200多万元。产品除在本地销售外，还远
销武汉、荆州等多个城市。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公司2016年4月30日股东会议决议，湖北乡

村园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拟派生分立为湖北乡村园林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湖北银湖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乡村园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4100万元，
湖北银湖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900万元。
分立前公司的债务（债务基准点时间为2016年4月30
日）按照分立方案由分立后的两个公司承担清偿或由分
立后的公司按照分立方案所分配的债务与债权人重新
签订清偿协议承担清偿。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次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对自己是否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作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知本公司，否则，
本公司将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功庆/孙指卿
联系电话：18071267495 13997520939
地址：通山县大畈镇板桥

湖北乡村园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5日

王语嫣遗失咸宁碧桂园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票据2
张，票据号：0061398（收楼契税2996元、印花税10元）、
0060013（住宅专项维修资金4082元），特声明作废。

湖北惠灵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22300000034479，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嘉秦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鄂L75175的货道路运
输证，证号：货421221002359，特声明作废。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咸宁嘉鱼石油分公司
遗失湖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网络发票一张，票号为
08612713，特声明作废。

吕撼遗失咸安区动撼精品烟酒行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1600217364，特
声明作废。

金双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22303600101656，特声明作废。

鲁菲遗失高新温泉雅菲商行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22303600152264，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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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县房地产管理局补发房屋权属证书公告
崇房公字（2016）013号

房屋所有权人丁江初声称，其座落于天城镇沿河大道
的房屋，证号为A14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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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阳县房地产管理局 2016年7月15日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8月12日10时在咸宁大道39号
国际大厦A座19层，以现状公开拍卖牌号鄂L06709北京
现代牌BH6440LMY小型普通客车一辆。参考价：7.95
万元。即日起标的在国际大厦停车场公开展示。

联系电话：13545611280（汪）0715-8278999（办）
联系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19层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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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金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号：
4223000000337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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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金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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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众和物流有限公司（注册号：
422322000007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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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众和物流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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