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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保局

加强环境信访排查
本报讯 通讯员陈蔚报道：9月以来，市环保局按

照市委办切实做好当前信访工作，营造党的十九大和
谐稳定社会环境的通知要求，一是成立专班在全市环
保系统开展环境信仿大排查，二是开展领导干部开门
大接访，三是开展矛盾大排查、安全大整治、治安大整
顿、开门大接访、维稳大检查“五大活动”。

元至9月，市环保局及时化解环境信访突出问题和
矛盾纠纷，维护了群众合法环境权益，没有发生越级上
访和群体上访事件。上半年全市受理信访件818起件。

市环保局及各县市区环保局针对当前存在的畜禽
养殖点多面广和城区夜间施工噪声投诉增多，城区居
民区油烟和加工行业扰民，水污染鱼塘死鱼投诉，工业
园区周边以及重点工业企业污染等环境信访问题，加
大了处理力度。

赤壁市环保局

环境信访实施“三抓”
本报讯 通讯员陈蔚报道：连日来，赤壁市环保局

实施“抓早、抓小、抓苗头”，对重大环境矛盾和隐患进
行全面、深入、细致的拉网式大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重
大环境信访案件，逐一登记建档、汇集案卷，重点做好
重大邻避项目公众沟通和重点企业环境信访包保，并
逐一落实包案领导，落实牵头单位及责任人，明确工作
要求和办理时限。

将赤壁热线网友等热心环保市民聘为环保监督员，
建立环保履职尽责监督微信群，第一时间向信访人做好
回复、解释工作；重点信访件第一时间向新媒体、网络平
台做好公示，接受监督。按照“市领导督办化解重点信
访事项责任清单”中赤壁味添米粉厂在居民密集小区
将仓库改成食品加工厂产生环境扰民。该局明确专
人，调查取证，依法关闭，维护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

“双护双促”
咸宁在行动

在一片楠竹林地里，记者看到，
大片的新竹包着笋衣长势喜人。林
场科技特派员吴汉兵正在林间巡察，
统计最新的楠竹长势数据。

“根据楠竹长势数据，林场能制
定更精细的管理方案，从而更好地进
行科技研究。”吴汉兵介绍，1963年，
林场被移交到省林业厅经营管理，6年
时间内，丁母山林业科研走在全市乃至
全省前列，毛竹造林被列为湖北林业科
研重点项目。后来，林场陆续接收了
几批武汉、蒲圻（现赤壁市）下放的知
识青年。知识青年的到来，进一步增
强了林场科技人才力量，林场管理能
力、技术水平慢慢提升。

5年前，林场在场区内专门拓展
出了一块20亩的试验田，经过5年
时间的不断试验和实践，林场里的技
术人员熟练掌握了竹腔施肥技术，大
大增加了试验田里竹笋的出笋量和
叶绿素量。这一项目还被省里成功
申报。

目前，丁母山在全场先期完成
土地复垦、施肥等，建成高效笋竹
两用林，充分利用场部周边良好的
水肥条件，精心管护培育品高质优
食用笋，以便提高楠竹雷竹笋竹两
用林的经济价值，在全场率先走出
了高效林业的第一步。

经过近10年的辛勤耕作，丁母

山楠竹逐步成林。
“丁母山的变化真是太大了，真

不敢想象这就是我们当时下放到蒲
圻时的丁母山！”2013年9月丁母山
分场新办公楼建成投入使用后，林场
在丁母山举行了武汉、蒲圻知情下放
丁母山林场50周年纪念活动，面对
洁净清新、井然有序的分场场部，原
武汉知青、湖北绿色大地生态农业投
资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伍国光感慨地
说。

“科技推动进步，这既确保了林场
内生态公益林的面积，又有效地保护
了生态，还实现了楠竹间伐。”吴汉兵
说。

2 绿色科技强了筋骨绿色科技强了筋骨

秋季，正值蔬菜成熟期，丁母山
的蔬菜基地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

从赤壁城区驱车十公里来此采摘
的居民张先生是第三次来到这里。他
说，这里可以垂钓，还可以采摘，空气
非常好，且远离城区吵杂，是周末的好
去处。

采摘游不断推动着丁母山农庄
餐饮、休闲垂钓的发展。面对接踵而
至的游人，基地负责人吴松柏笑得合
不拢嘴。他说，以前村民们种菜，都
是只供自己食用，现在连片发展成蔬
菜产业了，他们也跟着富了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全面实
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逐步减少了对国
有林场的经费投入，一个巨大的难题
摆在林场众多职工的面前：林场守着

绿色资源的金饭碗，却过着贫困的生
活。

如何在困境中求发展，破解转型
难题？通过几轮赴外地考察学习，内
部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林场班子决
定盘活资源，创新经营模式，利用丁
母山山多林广、风景怡人的山水环
境，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丁母山率先在绿色产业项目上作
文章。2013年8月，丁母山注册成立
了赤壁市林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林下养鸡鸭，林中育竹笋，林边
兴大棚，林里种果园……“现在，林场
下公司经营的有机农产品基地渐成
规模，效益不断提高。蔬菜基地50
余亩，通过认证的‘无公害蔬菜’品种

达23类，年产优质时鲜无公害蔬菜
10万斤，年创产值30余万元。”吴汉
兵介绍说，现在基地正将蔬菜作为一
种品牌进行打造，已步入产业化发展
轨道，外地林场纷纷组团来丁母山参
观学习全场“二次创业”经验。

“丁母山正在依托有机蔬菜基
地，逐步建成集鲜花观赏、古树名木
品鉴、有机鲜果采摘、登山游洞探险
等为一体的休闲旅游基地，变生态资
源为收入财源。”田葵芳介绍，林场
正依托省、市林业主管部门和林科院
所、农林院校的政策、资金、技术支
持，通过构建从生产、经营到销售的
一条龙网络平台，逐步将笋竹产业、
蔬菜产业、旅游产业做大做强，从根
本上实现林场绿色转型。

3 绿色产业富了村民绿色产业富了村民

进入丁母山的通道是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分立两排的梧桐树枝叶
繁茂，树干粗壮，需一个成人才能抱
得下。金黄色的树叶随风雨飘落，在
空中舞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站在通道望远，只见丁母山浓荫
盖野、绿叶荡漾，层层薄雾笼罩其
中。据说，这雾常居在这山顶，是这
山间的白色小精灵，灵动可爱，总让
人忍不住驻足停留，“贪婪”地享受这
负氧离子带来的惬意。

步入丁母山林场，山路十八弯

里，浓密的绿植在风中摩擦作响。一
棵棵楠竹头戴沉甸甸的绿色冠帽，宁
折不弯随风摇摆，仿佛一个个绿色卫
士，忠诚地守护着自己的疆土。

正在这里度假的武汉居民周先
生打着伞正和爱人一起漫步林中。
他介绍，近三年来，他每年都会带着
家人来这里度假。“这里风景怡人，能
给我们带来绿色清爽的好心情。”周
先生说。

“早在55年前，丁母山还是多
方不想管、不愿管的不毛之地，兀石

覆盖，难觅绿色。”丁母山林场场长
田葵芳介绍，丁母山在 1962 年建
场，当时正值全国三年自然灾害、经
济异常困难的末期，8名工人和周
边公社、大队、生产队负责人坐下来
签订划山协议，丁母山才正式成为
国营林场。

55年后，这里青山绿水，林木苍
翠，鸟鸣山涧……丁母山逐步拓展至
6000余亩，林地则发展了300多个
种类的林木，大片的果木、楠竹让这
里成了一片绿的海洋。

１ 绿色林木美了环境绿色林木美了环境

丁母山是国有赤壁市官塘驿林场下辖的四
个营林分场之一，因三国吴将丁奉之母殉节于
此而得名。

该林场1962年建成，位于京广铁路中伙铺
以北5.5公里处，北与神山镇交界，最高峰望江楼
主峰海拔284.02米。

林区多产楠竹，并有中药材及麂子、獐、兔、
狐狸等野生动植物，现有竹林面积5918亩。

名片

丁母山丁母山：：一座美丽的绿宝山一座美丽的绿宝山
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汪忠亮

市林业部门

推进生态保护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杨军报道：27日，记

者从市林业局获悉，该局组织全市野保部门、森林公
安，联合工商部门，开展“长江生态大保护林业专项行
动”。

此次行动，我市共出动400多人次林业执法人员
和95辆林业执法车，巡查32个木材加工点、重点监察
点，在25个高速路口执勤点查除400多辆车，共解救
猪獾、斑鸠、野兔等野生动物3000余只。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行动中，全市林业
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抽调精兵强将，精心组织、科学部
署，在重点部位、重点路段进行设卡、巡查，对区域内的
所有路边市场、集贸市场、花鸟市场、餐饮等处的出售、
经营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大清查。

咸安区林业部门清查了甘棠镇、横沟桥镇、温泉岔
路口、太乙沿线、十六潭公园沿线、汀泗桥镇等地，清查
张网捕鸟行为。其他各个县市林业部门也主要查处违
法运输木材和野生动植物等违法犯罪行为。

西凉湖是我市第一大湖泊、全省第五
大湖泊，沿湖涉及到3个县（市、区）、6个乡
镇、15个村。前期整个西凉湖在沿湖干群
的共同努力下拆围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生态环境得到大力整治和改善，水质得到
进一步优化，老百姓的养殖方式得到转
型，捕捞观念也在转变。这次在全国水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验收当中，两湖拆围工作
的力度和成果得到了水利部专家们的高
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作为西凉湖湖长，深
感责任重大，在下一步落实湖长责任制和
加强区域管理、巩固成果中，我认为还要
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和加强：

进一步解决好两湖拆围工作中存在
的遗留问题。按照今年 2 月 28 号的两湖
自拆完成的工作要求，三个县（市、区）做
了大量工作，投入了大量资金，作出了很
大贡献，特别是老百姓的积极配合令人感
动。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前期两湖拆围
主要是处理了围在水面上的竹桩、渔网、
网片等，但有的还沉在湖底这些遗留问题

也大量存在，各责任单位要站在全局和战
略的高度，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使命意
识，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坚决按要求彻底
打捞干净。

清理湖面漂浮物，维护湖区环境。这
次我市农业系统改革，将原西凉湖管理局
改名为西凉湖综合管理执法局，职能得到
很大提升。对于水葫芦等水面漂浮物，西
凉湖综合管理执法局要加大对整个湖面
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各县（市、区）要紧密
配合，一鼓作气，在积极完成湖区竹桩、渔
网、网片、迷魂阵的同时还要抓紧水葫芦
等水面漂浮物的打捞工作。

保持湖泊原有形态，杜绝发生新围
汊。作为湖长制其中一个重要的部门，责
任就是不能改变湖泊原有形态，保持湖面
的完整性。西凉湖水位降低后，沿湖滩涂
显露，各职能部门要加强监管，杜绝新围
汊的发生；要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天
然渔业种质资源，进一步促进湖域淡水渔
业可持续发展。

提高西凉湖湖区水质。当前西凉湖
湖心水质为Ⅱ类，湖边水质为Ⅲ类，但我
们不能降低标准、放松要求，要进一步加
大力度，以Ⅱ类水质要求，对沿湖排污口
加强管理。要切实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重点推进沿湖地区畜禽规模养殖厂的
整治，确保今年底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厂全
部搬迁。

加大沿湖周边村庄整治力度。作为
湖长，湖区周边村庄整治也是一项重要工
作，要建新拆旧，各县（市、区）要加大力
度，将渔民安置、产业转型等一系措施结
合起来，做好周边村庄综合整治工作，转
变现有的渔业生产方式，有效解决区域捕
捞渔民上岸、安居、生活、教育、医疗等基
本需求，切实提高保护区管理能力和水
平。

加大宣传力度。在湖库拆围工作中，
整体带动全市水库拆围，展现了我市主动
作为，在省农业厅召开的湖库拆围工作会
中，咸宁作为典型发言单位。各县（市、

区）及沿湖乡镇所作的努力和工作，需要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总结好的典型和经
验做法，并予以推广；进一步宣传水生态
环境保护与开发有关政策，把思想认识统
一到中央和省委的精神要求上来，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以强有力
的工作来保障和巩固拆围成果。

加大湖区保护力度。目前，在执法、
全面禁捕当中，一定要严格管理。各地要
尽快制定整体方案和年度工作目标，细化
进度安排，落实责任主体；要建立长效机
制，加强督办检查，对工作推进不力、落实
监督责任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要通报问
责。现在，对于湖面我们主要是实行保
护，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下一步在水生
态当中如何进行保护与开发的问题。我
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进一步强化各
职能部门责任担当，市县镇村联动，积极
参与西凉湖的管理和保护，全面推进河湖
库长制建设工作，切实把西凉湖水生态环
境保护与开发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巩固拆围成果 对标抓好落实
——对加强湖泊管理开发的几点想法

副市长、西凉湖湖长 汪凡非

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

打造田园特色小镇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近年来，沧湖生态农

业开发区围绕“全域旅游”建设，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
和优势条件，依托社会资本，追求特色发展，努力打造
田园特色小镇。

该开发区辖区总面积22.5平方公里，总人口2760
人，紧邻旅游快速通道一号线，交通十分便捷，区内生
态农业资源丰富。

目前，浙江颐高集团赤壁颐居美丽乡村运营中心
正式对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进行整体打造和运营，其
最大的特色就是打造以“荷”为主题的特色度假小镇。

目前，围绕“荷花”主题，已经建设完善环湖观光
带、1.5公里的赏荷栈桥、1.6公里的彩色骑行步道、特
色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平台“荷仓”、乡村旅游接待服
务中心“荷站”、特色民宿体验区“荷舍”。水果采摘、垂
钓、特色餐饮住宿等乡村旅游体系已初具规模。

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还联合全球公寓民宿预订平
台途家网，开发普安村村民闲置房源，整体打造特色民
宿。通过多方协作，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正朝着生态
田园特色小镇大步迈进，先后获得“国家级农业旅游示
范点”、“湖北省旅游名村”等荣誉称号。

赤壁市官塘驿镇林场下辖的营林分场之
一丁母山，曾是一座荒茅山，如今不仅绿意盎
然，还是一座能生金的宝山。

近来听说了丁母山的一些“传奇故事”，
心生好奇和向往。19日，虽天下大雨，记者依
然如约来到了丁母山。穿行于被翠绿覆盖的
山林中，不禁感慨：“这真是一座宝山。”

崇阳县肖岭乡

壮大绿色有机茶产业
本报讯 通讯员黄益民、陈君益报道：眼下正是秋

收秋种的大好时节。26日，在崇阳县肖岭乡香曲岭花
园，十余名村民正对茶园进行除草抚育工作。在他们
精心的管护下，漫山遍野的茶树焕发出勃勃生机。

该茶园着重发展绿色有机茶，不施化肥、不打农
药，全部使用传统人力、有机肥开展茶树培育，并通过
科学规划茶园结构，形成观光旅游新型茶园。目前已
经初具规模。

为促进全乡经济发展，肖岭乡今年秋冬农业开发，
计划完成2000亩有机茶园的建设，达到茶园规划总面
积4300亩的规模，加快推动茶产业发展。

据介绍，肖岭乡秋冬农业开发工作，以提质增效为
重点、以绿色发展为引领，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发展
茶产业，实现绿色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