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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社区

举办插花艺术知识讲座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洁报道：12月23日，咸安区浮山办

事处碧桂园社区居委会携同妮卡生活美学馆，组织辖区30
余名花艺爱好者参加插花艺术知识讲座。

“插花的时候，高的在中间，矮的在旁边；这是插花泥，
吸水后有保鲜和固定作用；这是圆柏，一般是作为插花背
景。”专业花艺师首先向花艺爱好者们介绍了常见花种和插
花基本花型及盆钵插花的基本技巧。

讲解了插花技巧之后，老师根据花卉颜色、花朵大小、
花枝长短等具体情况现场作示范。之后，居民也纷纷拿起
花插起来。经过两个小时的培训，一件件美丽的作品展现
在了大家眼前。

当日，碧桂园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丹表示：“这次活动增加
了亲子之间的互动，也增加了社区居民的交流，让大家享受
了一段美好的冬日下午时光的同时也增长了一项新技能。”

热点聚焦

潘家湾镇四邑村

获“十大荆楚最美乡村”称号
本报讯 通讯员聂夏云、汪中昌报道：12月 26日，

2017荆楚最美村镇评选颁奖仪式暨大美村镇灵秀湖北展
览开展仪式举行。嘉鱼县潘家湾镇四邑村荣获“十大荆楚
最美乡村”称号。

四邑新村位于长江之滨，中国蔬菜基地潘家湾镇，共有
民居500多栋，多是两层小洋房，民居前庭后院，庭前建有
晒场、花坛，晒场外是公路。生活环境优越，现代化的设备
一应俱全。

四邑村还先后被评为湖北省宜居村庄、湖北省新农村建
设示范点、湖北省绿色示范村和咸宁市十大美丽村庄。

据介绍，此次活动自今年6月启动后，全省各地的乡村、
乡镇、特色小镇踊跃参与，共有来自武汉、咸宁、黄石、荆门、
十堰、恩施等市州的近300家村镇及企业报名。

遏制松材线虫病疫情蔓延，确保
全区森林资源安全，是森防工作的重
点。明年，该区将进一步做好四方面
工作。

加强监测预警。继续做好松材
线虫病监测、预测预报和春秋两季普
查，为做好疫情防控提供可靠依据，
及时作出正确防控决策。

实施分类施策。继续加大力度
清理枯死木。加强松褐天牛防治，及
时悬挂诱捕器，对原悬挂诱捕器进行

换诱芯，加大噻虫啉喷粉打药防治范
围，对重要风景生态区活松立木打孔
注药防治。同时对未发生疫情的乡
镇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松材线虫病蔓
延。

强化检疫执法。对松材加工企
业原材料和松材运输出境进行严格
检查，加强对木材加工厂的监管，及
时查验调入松木《植物检疫证书》，按
照要求进行全面复检，切断松材线虫
病人为传播渠道。

加大资金投入。以政府投入为
主，广泛筹集社会资金，一是向省林
业厅申请2018年林业重大有害生物
防治补助资金200万元，二是区政府
按照1：1比例，解决配套资金200万
元，筹集社会资金200万元。

“我们将再鼓干劲、再加力度，抓
好松材线虫疫病防治工作，确保
2018年实现全区无松材线虫病疫情
发生的目标。”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一场无烟的森林保卫战
——咸安区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取得成效

记者 马丽 通讯员 李小梅

松树是咸安区森林资源主要树
种之一，全区松林保存面积达到11.9
万亩，占林地面积11.7%，立木蓄积
量达到50.1万立方米，占全区用材林
总蓄积量32.1%。该区成片松林全
部被界定为国家级或省级重点公益
林保护区。

2012年秋季，该区首次在汀泗
桥镇彭碑村发现马尾松非正常死亡
现象，随后此现象逐渐向城区蔓延。
2016年，该区对全区范围松树松线
虫病进行普查，发现汀泗、官埠、桂花、
横沟等七个乡镇办中有20个行政村

46个小班出现松材线虫危害，发生
面积4335亩，枯死松树5000多株。

“一旦松材线虫缠上松树，就相当
于松树患了‘癌症’，无药可治不说，病
毒会很快传染至整片松林。”咸安森防
站相关负责人说，这不是危言耸听，松
材线虫主要寄生在松褐天牛身上，1只松
褐天牛能携带2万至3万条松材线虫，最
多时可达28万条，可传染周边15棵松
树。松树染病40天就可导致枯死。

该负责人介绍，松褐天牛是危害
松树的主要蛀干害虫，其成虫补充营
养，啃食嫩枝皮，造成寄主衰弱；幼虫

钻蛀树干，致松树枯死。更为严重的
是松褐天牛是传播松树毁灭性病害
——松材线虫病的媒介昆虫。

也就是，当松褐天牛补充营养
时，松材线虫就从天牛口器中爬出，
沿着松木伤口进入树木体内，寄生在
树皮与木质之间，危害松树。

对松林而言，松材线虫病不仅意
味着“癌症”，甚至是“SARS病毒”、

“艾滋病”，因为癌症不会传染，而松
材线虫病不仅会传播，还有潜伏期。
即便是枯死的松木，如果不及时清
理，也会不停感染周边林木。

松材线虫病，松树的“癌症”

松材线虫病是一种世界性的重大植物疫病，被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松树的癌症”。近两
年来，松材线虫病的发生，对咸安区森林资源和生态公益林造成重大威胁。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区委、区政府精心组织、严防严控，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森林保卫战。
如今，这场战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2月20日，全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现场培训会在咸安举办。咸安区林业局作典型发言。

松材线虫病，由松材线虫寄生在松树上引
起，松树感染40天后即会死亡，从发病到整片松
林毁灭只需要3到5年时间，具有致病力强、寄主
死亡速度快、传播迅速等特点。松材线虫是入侵
物种，原发地在美国，后传入日本，1982年首次在
我国南京发现。

线虫成虫虫体长约14-16微米，松材线虫病
又称松枯萎病，作为一种毁灭性虫害，它通过松
墨天牛等媒介昆虫传播于松树体内，从而引发松
树病害。被松材线虫感染后的松树，针叶黄褐色
或红褐色，萎蔫下垂，树脂分泌停止，树干可观察
到天牛侵入孔或产卵痕迹，病树整株干枯死亡，
最终腐烂。

除了通过媒介昆虫携带传播到邻近的松树，
人为传播是松材线虫另一大主要传播渠道。

相关链接

“选择林间的间伐对象树或衰弱
松木作为引诱木；引诱木在施药后
60天左右，用电锯锯成一米长段；用
孔径为5毫米乘5毫米的铁丝网将所
有段木罩住，在铁网内放置花绒寄甲
成虫和卵卡，用铁丝缝合成铁丝网
袋，防止松褐天牛逃逸。”当日，在横
沟桥镇袁铺村，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这样就在林间建立了一个天然的天
敌繁育场。

据介绍，花绒寄甲是松褐天牛的
天敌。咸安区通过繁育花绒寄甲，再
将花绒寄甲释放到松树林间，达到以
虫治虫的目的。截至11月底，全区释
放松褐天牛天敌花绒寄甲成虫2000
头，挂放卵卡8万个。

这种灭虫方式是松褐天牛诱木
设置，是一种生物防治法。除此外，
全区还通过悬挂诱捕器，诱杀松褐天
牛成虫，降低虫口密度。目前，全区
悬挂诱捕器330个，换诱芯4050个。

对城区5个重要风景生态区活
松立木打孔注药防治，预防健康个体
感染松材线虫病。

通过购买社会服务，防止天牛迁
飞蔓延。今年7月份，该区将城区办
事处、官埠桥镇、横沟桥镇疫点外包
给武汉美林公司进行打药防治。

目前，全区防治面积3900万亩，
防治率达90%，实现了疫情面积、病
死株数和疫点个数“三下降”，遏制住
了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全面清理病死松林，对异常松
林、新发生疫点和孤立疫点采取砍伐
措施；对松材线虫病危害较轻的松林，
全面砍伐发生区周围100米范围内的
松林，形成隔离带；对病死树数量大
的病区，一次性全面砍伐。

及时清理病死松木，采取物理、
化学、生物方法防治，对伐蔸进行药
物处理、薄膜覆盖、挖土掩埋。今年
共清理枯死木5238株，其中病死木
4084株，枯死松木全部被运往巨宁
公司高温高压处理。

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
年，该区安排森林病虫害专项防治经
费160万元，今年又安排防治经费
245万元。

多措并举，遏制扩散势头2

加大防控，确保无疫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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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锦 业 家 俬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
422322000008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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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锦业家俬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注销公告

锯除病死松树

药物清除伐蔸

通城县G[2017]031-3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法
规限制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申请所涉及的企业
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
《挂牌出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通城县G[2017]031-3号地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均按照价高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1月2日
至2018年1月29日，到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和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挂牌出让

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1

月29日下午17时前，到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和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的截止时间
为2018年1月29日下午16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
买准备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通城县土地储备交
易中心和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在2018
年1月29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嘉隆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通城县G[2017]031-3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不另行组
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

间自行踏勘现场。
七、本次通城县G[2017]031-3号地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通城县便民服务大
厅五楼开标厅，揭牌时间为2018年1月30日上
午10时整。

八、联系方式：
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一）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地址：通城县国土资源局一楼土地储备

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办公室
联系电话：0715-4355528 13886505055
（二）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027-87506776 13907130903
网址：http://www.hbpaimai.com.cn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456号5楼
（三）竞买保证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通城县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82010000000151536
开户行：湖北通城县农村商业银行银山支行
（四）竞买准备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3202162019060003318
开户行：工行武汉市洪山支行
行号：102521000360（外地电汇用）

通城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28日

地块
编号

G(2017)
031-3号

土地位置

通城县和谐路与沙
堆路交叉口东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64270
平方米

土地
用途

住宅

出让
年限

70
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2.5

建筑
密度

≤30%

绿地率

≥35%

起拍价
（万元）

2699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160

竞买
准备金
(万元）

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有关规定，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受通城县国土资源局委托，通城
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对通城县G[2017]031-3号地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湖北科技学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第二医院
附二医院坐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东门马柏大道168号，西门

茶花路58号。医院现有教授16人，副教授55人；博士12人，硕士
50人。

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编制病床
650张。开设有内科、精神科、心理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传染科、
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检验科、病理
科、放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办）8102639（急诊科）

（咸）医广【2017】第7-4-1号[广告]

湖北鄂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
分 行 营 业 部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正 本 ，核 准 号 ：
J5360000131906，账号：423437100018010012873，特声明作废。

徐华冰遗失通山县华杰通讯经营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22326600270465，特声明作废。

汪洋遗失赤壁市真方便超市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为：422302600122997，特声明作废。

镇方权遗失咸安区海之润建材批发经营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22301800058433，特声明作废。

谈静遗失湖北雅安居移动板房有限公司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本，证号：421202326091520，特声明作废。

谭卫祥遗失赤壁市城西路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22302600123203，特声明作废。

蒋胜利遗失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原证编号：
420001090582，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咸宁君安物业有限
责 任 公 司（注 册 号 ：
422300000035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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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君安物业
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注销
公告

（上接第一版）“妈妈，好大的萝卜！”白水畈萝卜基地
里，市实验小学的小朋友们满手满脚是泥巴，一会功夫把自
己扮成个大花脸，个个掩饰不住快乐和兴奋。每周四、五、
六几天，田埂上到处欢歌笑语，热闹非凡。

今年白水畈主打研学旅行，与各大中小学院校签约，萝
卜园成为学生们走近自然，体验劳动，热爱生活的乐园。目
前，到这里体验的师生家长已达万人。

远看大幕山，青山不墨千秋画；近过高桥河，流水无弦
万古琴。那山、那水，那乡愁，勾勒人们乡情无限。

高桥镇有美丽的自然环境，萝卜文化、131军旅文化、
大屋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团田寺、白云寺等，若想留
游客玩一天，就得发展农家乐，让烟火气、家常味的休闲旅
游走俏村湾。

第一家吃螃蟹的，是白水村刘明维兄弟姐妹4个的“白
水畈人家”。刘明维四兄弟在温泉都有房子，白水畈热络
后，他们回乡开起了农家乐。

“我们做的都是苕粉坨、苕圆、螃蟹圆、合菜面、糊汤、萝
卜煨香猪肉、麻花、糍粑、豆腐等，都是童年的味道”。刘明
维说，最多一天有58桌，现金结账。近年来，在外打工回乡
的，远不止他一家。

“农具里有远去的乡愁，体验后就会有一种心灵的归属
感。”如今，刘明维正在收集闲置的农耕器具，如石磨、犁耙、
风车、水车、老式宁波床、衣柜、米桶等，准备把自家的老屋
改造为“农耕文化博物馆”，将传统的农业种植方式和场景
进行还原展示。

10月中旬，鄂旅投与咸安区政府签约，将投入30个亿打
造高桥131军旅小镇和田园综合体，沿线的澄水洞村、白水畈
村、高桥村、黄铁村将同步打造美丽村湾和休闲旅游名村。

高桥河和古廊桥是高桥镇的经典。高桥镇与北京土人
景观设计公司初步达成高桥河景观设计合作意向，把高桥
河沿岸打造成自然野趣的景观。河流两侧种植乡土植物和
各种花卉、布置慢行步道和自行车道，河流上设置相关的水
上娱乐功能。

以白水畈为中心的田园综合体的打造，突出“五核一
带”：即特色村湾改造、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军事旅游、电商
旅游和高桥河观光经济带，所有规划设计不能脱离“农家
味”。

越是个性的，越是普遍的；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

美丽村庄，还是让它保留乡愁味

从大黄线沿一条刚拓宽的约4公里乡村公路，穿一片
绿色丛林，绕一湾碧波水塘，进寺背底村湾，视野突然开阔
起来，许多村民正在忙着栽油菜。

“这是5000亩油菜花海，明年春天的看点和玩点。”白
水村支书刘明韬的笑容里似乎都沾着花香。他说，明年会
吸引大批城里人来乡下观花海，拔萝卜，踩水车，耕田地，品
农家饭菜，寻找原汁原味的“乡愁”。

进村委会旁一场约摸5亩的泥场上，有诸多大巴车轮
碾过的痕迹。“这就是我们村的泥土停车场。”刘明韬说，正
想筹钱硬化场地时，被镇里请来的农道天下（北京）城乡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制止了。其中特别让他没想到的是，“把农
村建设更象农村”，决不重复城市的水泥世界、钢筯森林。

本着这一理念，白水畈田园综合体内的村庄分批进行
改造。除了进村大道拓宽硬化外，专业团队根据村民意愿进行
设计，在原有村庄的风貌基础上进行“一户一特色、一院一文化”
设计。其他建设均保留农村原样，打造“最象村庄的村庄”。

区政府协调统筹资金，大力支持白水畈美丽乡村建设。
田园综合体，决不搞那种“规模以上”、“城镇化”式的大

拆大建。白水畈村民房子的规划设计上也由村民自个作
主，如李家设计品茶屋，刘家设计豆腐坊，张家设计榨油坊，
赵家做三味书屋，王家做土菜馆，民宿等，装修费用由村民
自己掏，而只是看山取柴，量体裁衣。

“田埂上杂草不用除，不同组村民之间串门，必须有野
草露水打湿鞋，沾上泥。”村民们说。

游客们白天可下地体验农活，在不装路灯的村湾，夜宿
农家，静听花鸟虫鸣，摇扇扑萤，在稻草堆边听蝈蝈唱歌，蛙
声一片。仰望星空，回味绵绵乡愁，那是何等惬意！

丈夫早逝，种一辈子萝卜拉大三个孩子的村妇黎元芝
乐了：“终于盼到萝卜出头的这一天，我家三亩地成研学基
地了，我在屋里炒几个土菜，唱几首老歌，就可以吸引不少
游客光顾，收入可观呢。”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
偏。”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白水村田园综合体，承
载了一份城里人梦回田园的无限野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