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梳扮有了成效。
2016 年 5 月底，国家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传出喜讯，《陆水风景区总体
规划》获国务院正式批复。这意味
着，陆水湖生态环境将获得国家级保
护。

湖区老人徐前兵说：“听到这个消息
后，我兴奋得不得了，可以预见我们的母
亲湖将越发有气质。”

在陆水湖区待了52年的徐前兵对湖
区有深刻的感情。他回忆，过去在湖区，
房子想哪里建就哪里建；垃圾想哪里扔
就哪里扔；污水想怎样排就怎样排。率
性的结果是——每到夏天，由于水体富
营养化，引发藻类暴发，风吹湖面有时还

伴有一股异味扑鼻而来。
群众有要求，赤壁上下又更加坚定

开展一场由外而内的生态革命。
其实，近三年，赤壁市政府一直在行

动。该市关闭了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小纸
厂、塑料厂、化工厂等8家，拒绝环评不达
标的企业落户5家。尤其是2012年，市
政府主动放弃深圳城投集团计划投资12
亿元在陆水湖建设旅游休闲度假村的项
目。

同年，赤壁市政府还邀请中科院水
生研究所开展了为期两年的“陆水水库
藻类水华及其危害风险调查分析与预防
对策研究”，为赤壁开展科学治水，提供
有力的依据。

“保护湖水，不能光靠政府一家出
力，还得市民内化于行。”熊泰山说。

于是，湖北水产研究所所长汪亮等
三位我国著名水产专家应邀来到陆水
湖，作《陆水湖科学养鱼与水环境保护咨
询报告会》，为养殖户解疑释惑，普及陆
水湖水环境保护知识，增强市民保护陆
水湖责任意识。

与此同时，赤壁出台《陆水风景区总
体规划》：禁止超容量接纳游客，风景名
胜区日合理游客容量控制在35400人次
以内、日极限游客容量控制在44300人
次以内；严格控制景区内旅游服务设施
数量、用地和建筑规模，接待床位总数控
制在3340张以内。

由点到面——呵护出的气质美

赤壁人民考虑得更深远。无论是全
面整治，抑或是研究规划，还是治本保
护。赤壁陆水湖需要打造一个长久保护
机制，让陆水湖长保内涵之美。

赤壁市出台系列文件，由表及里对
保护陆水湖进行详尽规定。

该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加强
陆水湖水资源环境保护的决定》、《赤壁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陆水湖饮
用水源地保护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

《2015年度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目
标考核办法》落实了责任，将涉及陆水湖
环境综合整治的21家成员单位纳为考
核对象，年底进行考核打分，以督促各部
门相互履职尽责。

陆水湖水质监测公布制度，实行了
陆水湖水质月报，并将监测结果向全社

会公告；集体审批制度和审批责任终身
追究制度，加强了陆水湖周边的建设项
目的管理，实行并停止对可能造成环境
污染的所有建设项目的审批。

今年，赤壁市聘请中国人民大学环
境学院编制《陆水湖生态环境保护实施
方案》、《陆水湖生态安全调查与评估方
案》、修订完善《陆水湖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树立陆水全流域生态保护工作理
念，实现陆水湖生态保护在国家层面的
重视与大投入；并达到“水质良好湖泊”
的基本要求。

“文件的执行关键靠人，靠人去做
事。赤壁市委市政府掏出真金白银不遗
余力搞保护。”熊泰山说。

赤壁市建立了陆水湖生态保护建设
投入机制。从2012年开始，陆水湖漂浮
物打捞、渔政执法、增殖放流、沿湖生活

垃圾收集、漂浮物拦截装置等保护工作
费用均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每年按
一定比例增加。

2015年财政资金直接投入达到650
万元，2016年财政资金增长至700万元；
同时，市政府支持水利、环保、林业等部
门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加大陆水湖
生态保护的投入，仅林业部门每年以国
家湿地公园的名义争取国家用于生态修
复的项目资金达到100万元以上。

“一湖清水送市民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陆水湖管委
会主任熊泰山说，陆水湖不仅是我们赤
壁的母亲湖，也是长江流域的一级支流，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将不断开
创陆水湖生态环境保护新局面，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

由表及里——保养出的内涵美

由上至下——梳理出的形象美

15日，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到处是
匆忙的脚步，四处是匆匆的身影，工作人
员的脸上写满了压力。

“天气预报，赤壁将迎来新的降雨。防
汛压力大啊。”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主任
熊泰山边走出管委会，边往陆水湖上赶。
此行，他是赶去督促清理湖面漂浮物。

自7月入汛以来，陆水湖上游大量漂
浮物随着洪水进入了湖区，并在湖区拦
截装置、旅游码头、水库大坝等水域聚
集，不仅影响陆水湖风景区旅游环境，还
直接影响到陆水水库水环境安全。

打捞船行走湖区，由于受山洪暴发
的影响，上游水质混浊，而在陆水主坝、
城区居民取水点等下游水域水体清澈秀
美，湖南岸的雪峰山上林丰竹茂。“如果

不是汛期，这水面还是非常洁净的。”打
捞员李旭明骄傲地说。

数年前，李旭明却紧皱眉头。因为，
陆水湖水质一度下降，城区居民饮水安
全受到影响，市民反映强烈。

赤壁市委书记江斌到陆水湖调研
时，深情地对工作人员说：陆水湖是赤壁
人民的母亲湖，必须切实加强陆水湖生
态环境保护，共同守护一湖清水，做好赤
壁最大民生工作。

一场自上而下的“保护母亲河”战役
在陆水湖打响。

2012年，赤壁市连续数年将“保护陆
水湖”列为市政府十件实事之首，先后组
织召开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协调督办会
30余次。仅市四大家领导带队，组织渔

政、环保、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综合
整治行动就达10余次。

赤壁下决心、大力气对陆水湖周边
12家餐馆实行关闭，对4家宾馆实行限
期治理；先后取缔湖内挖沙船6艘、运沙
船12艘，淘汰快艇等水上游乐船只30余
艘。政府啃这个硬骨头，得到群众一片
叫好声。

2014年，赤壁投资200余万元，建设
陆水湖上游垃圾拦截装置并购买清漂
船，组织了10艘打捞船，将沿湖生活垃
圾运出陆水湖进行无害化处理。

2015年，赤壁市政府投资4500多万
元，建成完善蒲纺至污水处理厂的排污
管网等工程，将蒲纺全部工业废水并入
市政排污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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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绿源包装有限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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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一枚（椭圆形），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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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

刘慧军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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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乡

开展水库清障专项治理
本报讯 通讯员朱汉平、吴秀娟报道：7月8日，

通山县大路乡洞口罗水库人声鼎沸，机车轰隆。这是
大路乡开展水库工程除杂除草和清障专项治理工作
的场景。

面对当前严峻的防汛形势，根据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的紧急要求，大路乡党委迅速组织专班，实施水库
工程除杂除草和行洪清障专项治理。

据了解，该乡以分管领导为组长，各水库责任人、
管理员、技管员参与，坚持逐库巡查，照病开药方；保
障经费，实行据实拨付，足额保障；因库施策，实行人
工、机械操作并举，保证效果；明确责任确保时间，确
保任务，明确职责。

据大路乡副乡长程少敏介绍，该乡组织机械5台、
人工300余人，集中在7月8日至10日三天时间内，完
成辖区内8个水库坝体及溢洪道的除杂除草和清障工
作。该行动投资5万余元，针对重点施工地段，还向县
防汛指挥部申请了专业人员援助，确保任务完成，不
留死角。

1997年11月8日，当世
人瞩目长江三峡工程截流
现场时，请不要忘记为了三
峡工程早期试验有过杰出
贡献的鄂南赤壁市陆水湖
三 峡 试 验 坝 的 建 设 者 。
1958 年，经毛泽东主席、周
恩来总理批准，在此兴建大
型水利水电综合试验坝，即

“三峡试验坝”。这是中国
水利史上第一次采用大块
体预制安装筑坝施工方法
的试验。同时，一系列相关
试验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
程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如今，陆水湖景区的“三峡
试验坝主题公园”将带游客
重温这段历史。

历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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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水湖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位

于赤壁市，因三国东吴名将陆逊在此

驻军而得名。陆水湖水域面积57平

方公里，蓄水量7.2亿立方米。湖中

800多个岛屿星罗棋布。最大的岛

有100多公顷，最小的如一叶扁舟。

陆水湖风景区以山幽、林绿、水清、岛

秀闻名遐迩，是避暑消闲、旅游度假、

康复疗养及水上运动的理想之地。

陆水湖的水，涟涟如雾地缠绕

在山的肩头；陆水湖的山，隐隐作

态地沉湎在水的怀抱——陆水湖

的山水象一副涂抹在宣纸上的风

景画，极构图之匠心，俱显线条之

清丽；那么美轮美奂地舒展着，那

么风情万种地起伏着。她用山的

钟灵揽天光云影，她用水的毓秀成

鉴湖风月。在这里，山上树木葱

茏，青竹挺拔，百花竟艳；在这里，

水上浮光跃金，沙鸥翔集，渔舟轻

发。那千山入水的玩忽，是姿态万

千的童趣，让人在叹为观止时顿生

返朴归真之意；那积水成渊的幽

深，是海纳百川的大度，让人在心

潮起伏时顿悟了生命的丰富内涵

……大小几百个岛屿，恰若水旱盆

景一般镶嵌在粼粼的绿波上，灿灿

地撩你的思绪，楚楚地勾你的魂魄

……在陆水湖，只要你脑中有想，

心中有像，你就会把许多朦胧的色

彩读成明丽的神光！ （徐泰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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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水湖的蝶变
记者 甘青 特约记者 彭志刚 通讯员 李传丽

有人解读完美女性有三美：形象美，气质美，心灵美。15日，赤壁陆水湖管委会主

任说，陆水湖是赤壁人民的母亲湖，她身上就贴着这三种致美的标签，而且，正在着力

追求美得广远、美得长久。

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继续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上接第一版）第四，全力保障人员安全。要及时
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抓紧转移可能运用的蓄滞洪
区、低洼危险地区、可能淹没区内人员，做好人员避险
安置工作，特别是要落实好孤寡老人、留守儿童转移
避险措施。山洪、泥石流灾害已成为严重威胁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的灾害形态，要加强应急值守，采取巡查、
巡测等多种手段，落实基层岗位责任，严密防范山洪、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要强化对工矿企业、旅游
景区、农家乐等人员聚集区的防汛安全管理，提前转
移受威胁群众。 要真诚关心和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
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第五，强化军民联防联动机制。要组织受灾地区
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筑牢防灾
救灾的铜墙铁壁。要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在防汛抗洪抢险救灾中的突击队作用。人民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要加强同地方的协调配合，有关地方和
部门要为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加抗洪抢险救灾
提供保障。

第六，抓紧谋划灾后水利建设。要认真总结近年
来防汛抗洪抢险救灾中暴露出的突出薄弱环节，加快
城市地下管廊和小型水利工程建设，提升防汛抗洪和
减灾救灾能力。要尽快恢复水毁工程，做好恢复生产
和恢复重建的规划安排和工作准备。

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
要靠前指挥，各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要各司其职，从
防汛责任落实、监测预报预警、避险撤离转移、防洪工
程调度、山洪灾害防御、城市防洪排涝、险情巡查抢
护、部门协调配合等方面强化防汛抗洪工作。各级党
组织要充分发挥坚强领导作用，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广大共产党员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在同重大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经受住考验。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的宣传
报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第一线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
和先进典型，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要予以表彰和
嘉奖，弘扬正能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把各项工作做
好，确保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
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上接第一版）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条例》对地方党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进行
了具体和细化，既提供了遵循，又明确了路径。要以
《条例》为准绳，全面向《条例》对标，符合的要继续坚
持，不足的要尽快补上，以严明的责任推动工作落
实。要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全市各级党委必
须强化担当精神，认真履行《条例》赋予的职权，认真
贯彻落实市委四届七次全会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提升党组织领导力的决定》。要切实完善地方
党委运行机制，贯彻落实《条例》，必须紧密结合实际，
制定和完善工作细则，不断提高运用《条例》做好党委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李建明强调，要切实推动《条例》落地生根。市委
正在研究贯彻实施具体意见，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
细落小落实落准。要抓好学习宣传，把学习贯彻《条
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掌握《条例》主要内容、深
刻理解《条例》基本精神，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要压实
责任主体，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贯彻落实
《条例》，全面履行责任。要严格监督检查，建立有效
的督查、评估和反馈机制，不断提高地方党委工作科
学化水平。

会上，大家集中收听收看了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副
局长宋功德在省委中心组上关于《中国共产党地方委
员会工作条例》的专题辅导讲座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