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希桂用淘米水浇菜

“双护双促”
咸宁在行动

赤壁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去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85.8%

本报讯 通讯员葛先汉报道：监测显示，赤壁2017年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85.8%，同比上升10.7%。地表水环
境达标率100%。

去年来，赤壁市执行最严格环保制度，落实“三个最
严”，全年因涉及生态红线，拒批风力发电、民爆炸药、养殖
等6个项目。

执行最严格的环保准入制度，做到事前严防。全年出
具报告书预审意见18个、报告表批复55个、登记表161个
（网上备案），出具环境保护审查意见23件。

实行最严格的环境治理措施，做到事中严管。严格执
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全年审核验收63个项目。督促华
润电力公司投入治理资金达7430.17万元进行超低排放改
造，实现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烟尘年削减812.03吨、1767
吨、360.77吨。督促晨力公司转型升级，正式停止化学漂白
芦苇制浆生产，日排放污水由20000吨减少到3000吨，污
染物减少80%以上。

落实最严格的环境执法手段，做到事后严惩。2017
年，该局开展工业园区综合整治、“双护双促”等系列执法行
动，检查污染源66家企业、检查“双随机”企业284家次，日
常移动执法现场检查68次，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2017
年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8个，依法关闭企业项目18个。

14日，午后暖阳映照河面，波光粼粼
间，咸宁的母亲河淦河自西北向东南脉
脉流淌，像是在诉说着我市全面开展的
河湖库长制工作。

市嫦娥广场旁，矗立在淦河边的咸
宁市级河长公示牌，吸引了不少市民的
关注。公示牌上，淦河市级河长、河长职
责、管护目标及联系部门、监督电话等信
息一目了然，正式、规范、美观，接受公众
监督。

穿汀泗桥镇而过的河流汀泗河，是
连接徽鄂的水路。它发源于幕阜山的云
雾峰峦之间，从嫦娥湖顺东北而下，向北
流经聂家、赤岗、古塘、黄荆塘等村庄后

由西凉湖汇入浩浩长江。历经一年的综
合治理，汀泗河已然“改头换面”：水质清
澈，两岸绿化；古建筑、古桥倒映水面，颇
具江南水乡之灵韵。岸边，河长公示牌
正在“服役”，正面展示相关信息，背面绘
制水系图。

设置河长公示牌是我市推进河湖库
长制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我市
设置各级河长公示牌共计1011块。

市河湖库长制办公室里，相关制度、
水系分布图等上墙，桌椅、电脑、电话、档
案柜等办公设备完备，“一河一档”、巡河
记录等资料齐全。

推进河长制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保

证此项工作的正常开展，需要配备专门
的办公场所。因此，我市在市县乡三级
行政机构设立河湖库长制工作办公室，
而不少行政村也将河长制工作纳入村级
组织活动场所里综合办公。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
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
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今年以来，我市按照国家、省有
关要求，立足本地实际，从严对标，率先
将全市所有河流、列入省政府保护名录
的39个湖泊，561座注册水库纳入河湖
库长制实施范围，并以高于全省目标的
要求，从严明确了河流、湖泊、水库的管

护目标，出台了市级《实施意见》，建立
市、县、乡、村四级河湖库长制体系，对全
市所有河、湖、水库均分级分段设立河湖
库长，明确责任，履职巡河湖库。不断完
善相关制度和政策措施，建立健全监督
检查和考核评估机制，并开展河道垃圾
清理及保洁、河湖管理保护综合执法、河
湖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等工作，力争达
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河湖管理
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随着河湖库长制工作的持续深入推
进，全市的河湖库必将清波常泛、碧水长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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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

开展生态护林员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熊铁山报道：12日，嘉鱼县森林防火

指挥部组织40名生态护林员开展业务知识培训。这些生
态护林员都是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培训会上，县林业局林改办主任任立伟阐述了设置生
态护林员岗位的必要性、生态护林员的工作要求，分析了当
前该县生态护林员履行森林资源管护职责情况。县森林公
安的防火专家向才国就如何当好一名合格的生态护林员，
遇到森林火灾如何处置、如何扑救，扑救火灾时如何确保安
全等方面向与会人员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与培训。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提高了护林员的业
务能力，增强了责任意识，以后将更好地开展护林防火工
作，做到安全无事故。

据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增
强了护林员的责任意识，提高了护林员的政策执行能力、业
务能力、防火水平，进一步明确了各护林员工作职责。当前
及今后一段时期，该县将从加强护林员队伍建设入手，落实
管护责任，进一步明确管护区域、责任义务、考核奖惩等具
体措施，全面提升生态护林员业务技能素质，为全县的森林
管护工作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绿 事 播报

爱护环境，从我做起。贾希桂不仅从自己做
起，还义务宣传环保，专爱管与环保有关的闲事。

邻居清理菜园后，将清除的菜梗、菜根随意
塞进了垃圾桶里。贾希桂说：“这样丢垃圾不对，
你先把它们整理一下，再装进去，便于环卫工人
回收。”

对面居民将装修垃圾和生活垃圾混为一团，
丢在小区道路上。贾希桂给这位居民讲道理：

“装修垃圾和生活垃圾要分开，并丢到相应的垃
圾回收点。”这名居民不听劝，贾希桂再去向小区
管家反映。直到问题解决。

走在路上，他看到一名司机将车里的垃圾随
意扔到路边。他直截了当地说：“城市卫生靠你
我他，请不要随意丢垃圾。”

潜山森林公园广场上举办活动，一些人用
报纸垫在台阶上坐，活动结束后却拍拍屁股走
人。贾希桂看了心酸，劝告身边的人随手将垃
圾带走。

退休后，贾希桂在市老年大学学声乐。每次
上课或排节目，他都对学员们说，不要乱丢垃圾。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老伴陈敬萍担心
他的行为得罪人，有时候会劝他不要太“锋芒
毕露”。贾希桂说：“人要有正义感。如果都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些不文明现象谁来
管？”

在劝阻不文明行为中，贾希桂发现很多人都
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为此感到惭愧和歉意，
只是多年的坏习惯驱使着他们那么做。他建议
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让市民们尽快摒弃坏习
惯，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

16日，我们来到贾希桂家时，他正拿着一袋垃
圾准备出门。“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有废旧纸盒、纸
片、塑料瓶。”他说，每次都会把垃圾分类收集好，不
定期扔到小区内的分类垃圾桶。

食物、纸张、塑料袋……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垃圾
种类繁多，如何分类？贾希桂有自己的经验和心
得。他一般将垃圾分为三类：第一类，可回收垃圾，
比如废旧的纸盒、塑料制品等；第二类，不可回收垃
圾，一般指有害有毒垃圾，如废旧电池等；第三类，生
活垃圾，常见的菜叶子、水果皮、食物残渣等。

这三类垃圾，贾希桂平时很注意归类收集，再集
中处理。第一类垃圾，他先用绳子捆绑好，收集在车
库里，等积累到一定量后，请专业人士上门收购，或
者送给保姆，让她拿到废品回收站去卖。

他专门配备了一个收纳盒，用于收集第二类垃
圾，等收纳盒装满了，再丢到专门的废旧电池回收箱
里。他说，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的
土地失去利用价值；一粒纽扣电池可使600吨水受
到污染。要是随手将这些电池扔掉，真不知道要污
染多少水源和土地。

“菜叶子、果皮等经过处理可以变成肥料。”贾希
桂将菜根菜叶放到自家院子的菜地里，这样厨余垃
圾就得到很好利用。

贾希桂称，自参加工作至今，他一直坚持垃圾分
类。除了垃圾分类外，他和家人还拒绝使用塑料袋，
上超市或菜市场都是自带能重复使用的布袋或提
篮；处理垃圾时，如有破碎的玻璃瓶等危险垃圾，就
用旧报纸包裹并写上“危险”字样；夏天白天很少开
空调；洗手时水龙头的水流控制得如细线一样，洗衣
服的水留存起来冲厕所，洗米水浇花浇菜……

贾希桂家有四辆汽车，五辆自行车。凡在温泉城区
内，在没有雨雪的天气里，全家人坚持骑自行车出行，尽
量做到零排放，零污染。即便是雨雪天气开汽车出行，
踩油门时像踩鸡蛋一样轻柔，尽量减少和降低尾气排
放。

贾希桂是一名骑行爱好者。40岁时，他曾耗时45
天，从温泉骑到西藏，再骑回来。还多次参加全国各地的
自行车骑行比赛。上班时，他每天骑车上下班。去武汉
或周边县市区开会时，他也选择骑车。

在骑行途中，贾希桂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秀丽
风景。他常常被这些景色迷倒，同时也希望这样的景色
不被破坏。因此，他如看到路上有垃圾，也不忘捡起来放
到自带的垃圾袋里。

谈到近年来共享单车的发展，贾希桂说，这是一个很
好的行为。骑自行车不仅不污染城市环境，又锻炼身
体。天气好时，在马路上骑车，微风吹过耳边，好不惬
意。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骑车出行的日子，贾希桂满脸
怀念，那时候城市交通主要靠自行车，特别是上下班时，
一片自行车的海洋。“希望共享单车能够带领大家，回到

‘自行车海洋’时代。”
“在城区骑自行车比开汽车方便多了。”贾希桂的儿

子深有体会。他在武汉上班，开车上下班时，堵车让他憋
得慌，于是他选择骑自行车。没想到，骑车和平时开车上
下班时间差不多，于是他快乐地加入到了骑车低碳出行
的行列。

“骑车出行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希望更多人能加
入其中。”贾希桂期待。

垃圾分类坚持几十年

一个环保达人的绿色情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刘洁

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垃圾分类；出门热衷骑自
行车；见到乱丢垃圾行为就劝阻……家住温泉碧
桂园的贾希桂，被家人朋友称为“爱管闲事的环
保达人”。

59岁的贾希桂是市供电公司退休职工。他
说，热爱环保，与他的念旧情怀有关。在他的记
忆中，儿时的生活环境是那么自然怡人。树下玩
耍、河里捉鱼，到处一片绿意。现在老百姓生活
好了，但是环境却不如从前，河水干了，白色垃圾
多了，他看着心里难受。

市林业局召开推进会

精准提升森林质量
本报讯 通讯员市林办报道：为加快推进我市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示范项目实施，8日，市林业局与市绿色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联合召开了全市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项目推
进会。

据了解，我市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项目前期做了一
些工作，但要全面启动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首先要争取市
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相关人员要实施督办与反
馈，项目要成立专班，安排专人专职专责，争取项目实施方
案早日得到国家林业局批复。其次要着手提升森林质量，
加强培训，积极学习福建南平实施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的
做法，推广PPP模式，选准对象，加快融资进程，尽快出台项
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让项目实施得到有力保障。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工程将是林业部门今后最大的工作，提升森林
质量要注重经验与做法。

会议强调，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的实施需要市林
业局与市绿投公司相互配合，合力推进，要细化任务、责
任、年度计划与时间节点，精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强化
建设目标，规范操作，加强对项目建设、资金和资产的管
理。每年要对造林的保存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验收，做
到栽一片林，护一片林，绿一片林，切实有效提升我市森林
质量。

我市河湖库长制持续深入推进——

让河湖库清波荡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敖琼

出门热衷骑自行车 四处劝阻乱丢垃圾

情系 色绿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2月1日（星期四）上

午10：30时在嘉鱼县樱花路6号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
监督管理局（县司法局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如下标
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阳大道90号嘉鱼县实验

小学临街1间门面（现经营鞋店）3年租赁经营权，拍
卖参考价：3年租金合计12.1万元。

2、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阳大道90号嘉鱼县实验
小学临街1间门面（现经营女装店）3年租赁经营权，
拍卖参考价：3年租金合计12.1万元。

3、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阳大道90号嘉鱼县实验
小学临街1间门面（现经营烤红薯）3年租赁经营权，
拍卖参考价：3年租金合计4.5万元。

4、位于嘉鱼县体育中心田径场、篮球场、网球场
指定围网广告位3年租赁经营权，面积约1500㎡，拍
卖参考价：3年租金合计50.94万元。

5、位于嘉鱼县鱼岳镇迎宾大道23号嘉鱼县体育
中心看台支撑柱间28个广告位3年租赁经营权，拍卖
参考价：3年租金合计5.7万元。

6、位于嘉鱼县鱼岳镇迎宾大道23号嘉鱼县体育
中心田径场外路灯杆18个广告位3年租赁经营权，拍
卖参考价：3年租金合计3.66万元。

上述标的已经评估机构评估，经委托单位主管部
门同意拍卖（经营权拍租）。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1月31日下午4时（上班时间），标的在其所在
地公开展示，有意竞买者可自行查看标的现状。

三、竞买登记：竞买申请人请于2018年1月31日
下午5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2万元到指定账户（以到
账为准），并持有效身份证明、竞买保证金付款凭证等
到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竞买保证金账户：户名：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
司；账号：576859932255；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咸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四、特别注意事项：
1、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承租人）应与出租方签订

租赁合同，以明确出租方、承租方的权利义务。
2、原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但应按

同等条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参与竞买，才能行使优
先权，否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不再另行通知。

3、买受人付清成交价款和佣金后，由业主单位负
责移交标的物。

五、联系方式：
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0715-8895636、

13886533648（韩女士）
公司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特1号香泉公馆2号

楼1502室
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2月2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咸宁市温泉双鹤路
18号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D301会议室公开拍卖如下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咸宁怡宁小区综合楼1-9层房地产五年经营权。
标的概况：咸宁怡宁园小区综合楼1-9层建筑面积共计3734.24㎡，第一年租

金拍卖参考价57万元，以后每年在前一年租赁费用基础上递增5%，自租赁合同
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免租金（装修期），竞买保证金15万元。

上述标的已经评估机构评估，经委托单位主管部门同意拍卖。
二、竞买资格：竞买申请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并提交竞买申请书。
三、竞买登记：竞买申请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2月1日下午16时前，

到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15万元（以
到账为准），索取有关竞买资料,并持有效身份证明（营业执照、法人委托书等）、竞
买保证金付款凭证等办理竞买报名手续,报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1日17时。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及湖北万利居拍卖有限公
司将在2018年2月1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发给其竞买资格确认书。

四、拍卖时间及地点：拍卖时间：2018年2月2日10时。
拍卖地点：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D301会议室。
五、展示时间及地点：本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湖北万利

居拍卖有限公司将组织现场踏勘和标的情况介绍，竞买人也可在公告期间内自行
查验、了解该标的。湖北万利居拍卖有限公司以现状进行公开拍卖。

六、特别注意事项：1、本次拍卖采取增价方式拍卖,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2、本次拍卖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文件，竞买人可于报名截止日
前到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或湖北万利居拍卖有限公
司获取拍卖文件。3、买受人付清成交价款及成交总价的佣金后，由委托方以现状
向买受人交付。

七、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
1、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女士 电话：0715-8126201 13986619871
网址：www.xncq.cn 地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D区D306室
2、湖北万利居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章先生、江先生 电话：0715-8193366、18607240013、15629919797
网址：www.wanlijupaimai.com
地址：咸宁市咸安区银桂路煊桂园1栋1单元602号
3、银行账户
户名：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开户行：汉口银行咸宁分行营业部 账号：6210 1100 0005 013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湖北万利居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9日

咸宁怡宁小区综合楼1-9层
房地产五年经营权拍卖公告

寻找失联党员
张靓，女，1984 年出生，2008 年大学毕业时将

党员关系转入我支部后至今没有与组织联系过，前
期我支部通过多种渠道查找均无结果，望张靓见报
后，速与我支部取得联系，否则我支部将按党章的有
关规定予以处理。

联系电话: 0715-8389484
中共横沟桥镇利民社区支部委员会

2018年1月19日

湖北荣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0576963889N，特声明作废。

湖北荣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咸宁市分行南大街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0488501，账号：685601040003227，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沙坪镇卫生院遗失麻醉药品购用印鉴卡一份，2016年11月16日批准，特声明作废。
咸安区瑞锦大酒店遗失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桂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360000551001，账号：82010000000178365，特声明作废。
袁慎朗遗失温泉长城汽配机电商行发票领购簿，税号：422326198902034311，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宏伟房地产开发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肆级），证书

编号：鄂房开[2004]L40010号，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医药公司遗失开给通城县人民医院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三张，发票代码为：

4200162350，发票号码为：07635833、07638029、07638030，特声明作废。
深圳市远辉融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赤壁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22302000024818，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金心安同志系我校正式在编职工，现因个人原因离岗，请于公
告发布之日起，限15个工作日内回到学校，如逾期不回，将视为放
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将正式
解除工作关系，办理下编手续。

湖北新产业技师学院
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2018年1月19日

公

告 电话：3066175 3066171
13971802002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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