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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条件以嘉鱼县规
划部门出具的《拟出让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红线
图》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竞买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
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
资料（具体细则详见竞买须知）。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
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嘉鱼县国土
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对
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
情况介绍，申请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本次拍卖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
卖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 8月16日16时
前到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或湖北泉
盛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

六、申请人应于2018年8月16日16时前到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或湖北泉盛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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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 16
时整（以到账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
买准备金后，具备申请条件的，嘉鱼县国土资源
局土地交易中心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在
2018年8月16日17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8
年8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
监督管理局六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1）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嘉鱼县迎宾大道32号国土资源

局办公楼6038室
联系人：孔主任
联系电话：0715-6359068
（2）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

A座19层
联系人：梁女士 喻女士
联系电话：0715-8278999

18608685928 13545575552
网址：www.hbqspm.com
2、银行账户
（一）竞买保证金
（1）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中行嘉鱼支行
账号：556057551576
（2）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工行嘉鱼山湖支行
账号：1818060119200006012
（3）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农行南嘉支行
帐号：17690501040001168
（4）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嘉鱼开发区支行
帐号：42001696208050000580
（二）竞买准备金
开户单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咸宁市泉塘支行
账号：1818000509200009211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7月27日

地块
编号

嘉（告）字
[2018]07

号

地块
位置

嘉鱼县
鱼岳镇
白湖路

土地
面积（㎡）

46688.87

土地
用途

商住

规划指标

商住比

1:9

容积
率

≥1.0≤2.5

建筑
密度

≤30%

绿地率

≥35%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2000

竞买准
备金（万
元）

40

起拍价
（万元）

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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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嘉鱼县人民政府批准，受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嘉鱼县
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联合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出让嘉（告）字[2018]07号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嘉鱼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嘉（告）字[2018]07号

地块
编号

嘉（告）字
[2018]
10号

地块
位置

嘉鱼县
鱼岳镇
白湖路

土地
面积（㎡）

20502.39

土地
用途

商住

规划指标

商住比

2:8

容积率

≥1.0≤2.5

建筑
密度

≤30%

绿地率

≥35%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869

竞买
准备金
（万元）

25

起拍价
（万元）

1737

注：地块的规划设计条件以嘉鱼县规划局
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竞买人参加竞买须提出
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
文件资料（具体细则详见竞买须知）。

三、本次拍卖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以
拍卖出让文件为准。申请人可于2018年 8月16
日16:00时前到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
或湖北华垚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须于2018年8月16日16:00时

前到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或湖北华
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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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
日16:00时（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在规定时
间内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的，嘉
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和湖北华垚拍卖
有限公司将在2018年8月16日17：00时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六、拍卖宗地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
开展示，出让人和拍卖人不专门组织现场查勘，
有意竞买者可咨询或自行踏勘。

七、拍卖成交后，竞得人持《拍卖成交确认
书》到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办理用地手续。

八、本次拍卖定于2018年 8月17日上午
11：00时在 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六
楼会议室举行。

九、联系方式及账户：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
联系人：孔主任 电话：0715-6359068
湖北华垚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汤女士 电话：18140555146
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1）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中行嘉鱼支行
账号：556057551576
（2）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工行嘉鱼山湖支行
账号：1818060119200006012
（3）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农行南嘉支行
帐号：17690501040001168
（4）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嘉鱼开发区支行
帐号：42001696208050000580
竞买准备金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华垚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农行武汉岳家嘴支行
帐号：17053001040005302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
湖北华垚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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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经嘉鱼县人民政府批准，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委托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联合湖北华垚拍卖有限公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嘉（告）字[2018]
10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本次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如下：

嘉鱼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嘉（告）字[2018]10号

在农村，洗澡水、潲水、冲厕水等生活污水去了哪儿？答案一般
是：随意在地面四处漫流，或涌入化粪池，最终流入河流。看似不起眼
的农村生活污水，实则是影响村容整洁和村民健康、造成环境污染、水
源污染的重要源头之一。

陆水湖也难以避免地遭受了这样的污染。陆水湖南北两岸居住的
百姓有2.5万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村民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都
往湖里排、倒。有的村民甚至将厕所排粪管网直接接到湖里。

“湖水污染了，最终倒霉的还是我们。”20日，在陆水湖风景区办事
处双泉村，村民张女士说，村民们迫切希望改变现状。

村民们的呼声得到了回应。张女士称，一些污染性大的企业被关
闭，或被整改；旅游、餐饮以及农业生产都加强了管理，农业面源污染
也得到控制。湖水慢慢变清澈了。村民们依然被一个问题困扰：村民
们的生活垃圾和污水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陆水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称，目前，这个问题正在解决
中。为了改善赤壁市人居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陆水湖两岸正在建设污水收集处及处理设施，包括污水管道19460米，
污水收集池639座（含污水检查井），调节池98座，净化池55座。

当日，记者在双泉村看到了安装好的管网和挖好的污水收集池。
张女士称，儿时的陆水河，林木繁茂，水质纯净，清澈见底，村里人干活累
了，舀一瓢甘甜水喝，神清气爽。期盼早日重见这样的陆水湖。

赤壁市三国酒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坐落于
陆水湖畔的企业。20日，站在赤壁三国酒业一
角远眺，陆水湖上，碧波如洗，山峦起伏，赏心
悦目。

“甘美的湖水，温润的气候，为我们白酒酿
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我们必然要
饮酒思源，不能让她遭受污染。”公司总经理李
丹介绍，为此他们自费230余万元，建设了一座
污水处理站。

记者来到污水处理站边看到，经过处理的
污水很干净，且没有一丝臭味。当时，一位工
作人员正在水池边观察污水处理情况。该工
作人员介绍，酒业主要污水是酿酒底锅水、蒸
馏洗瓶水，及食堂产生的生活污水。每年，环
保部门工作人员都会到企业进行污水检测，检
测结果都是“达标”。

但这并非意味着坐上了“安全椅”。环保
部门工作人员提醒，酒厂所产生的污水是高浓
度的有机污水，随着企业的发展，污水含量超
标的可能性很大，而一旦发现污水超标排放，
企业将上黑榜。为了控制可能的风险，建议采
取措施。

“保护水源是企业应尽的责任。保护水源
就是保护自己。”公司董事长周方谱深谙此
理。在环保部门的帮助下，公司的污水处理站
建好了。

该污水处理站采用厌氧好氧工艺，日处理
量为50吨，目前，企业日污水产生量为10吨。
去年11月，该污水设备通过环保部门验收，正
式启用。

赤壁市陆水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企业能否做大做强，关键要看环保
设施到不到位。希望每一家企业都能像赤壁
三国酒业有限公司一样，加大环保设施投入，
为保护好陆水湖作出积极贡献。

生态为重，民生为要。赤壁市连续6
年将“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列为市政府
10件实事之首，全力解决陆水湖环境治理
与保护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关于进一步加强陆水湖饮用水源
地保护的意见》、《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
目标考核办法》等文件的出台，让保护行
动有了硬标准；21家单位组成的陆水湖
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让治理有了硬
拳头。

赤壁市政府下文，对陆水湖自来水厂
取水点周边12家餐馆实行关闭，对4家宾
馆实行限期治理；取缔了陆水湖内挖砂船
6艘，运砂船12艘，取缔淘汰了落后快艇
30余艘。

自2013年以来，赤壁市每年投入80
万元，对沿湖四个镇（办、场）12个村（社
区）1.8万余人的生活垃圾实行统一收集、
清运和处理。近5年以来，陆水湖环境综
合治理专班组织百人以上强制拆除行动
10次，截止到2014年底，共计218户的
1.3万余个养殖网箱和332户的2.24万余
亩拦汊养殖全部拆除和取缔。今年6月，
该市启动了陆水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禁泳”工作。

赤壁市购进2艘清漂船，对零星的生
活垃圾，以及大体积树蔸、树枝、毛竹等漂
浮物进行打捞，年捞漂浮物达2万立方米
以上。该市每年投入120万元用于陆水湖
增殖放流，促进水体生态平衡，降低藻类爆
发风险。目前，陆水湖水体水质较为稳定，
下游水域能见度达到2米左右。

赤壁市投入4500多万元，将蒲纺工业
园区所有工业废水并入市政排污管网进入
污水处理厂处理；投资400万元建设泉门
社区人工湿地和污水处理工程，使辖区2
万居民的生活污水实现达标排放……

“一季一个样，年年有变化。”“管理有
序，整治有效。”“山青水秀，风景怡人。”这
是陆水湖给居民、游客的最真实感受。

湖边企业自费建污水处理站A 强化措施综合治理环境C

山水间的自行车赛道
25日，记者在嘉鱼县官桥村八组看到，自行车赛道宛

如一条绸带环绕着翡翠绿色人工湖。该赛道长5200米，
将郁郁葱葱的树林、清幽的湖面连接起来。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官桥村八组国家乡村公园核心

区建设初具规模，现代农业示范区将于8月开园。作为嘉
鱼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项目，该公园总投资50亿
元，将分期分批建设八大工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龙钰 摄

画里话外画里话外

通山县黄沙铺镇孟垅村

绿色脱贫产业遍地开花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王程海报道：平坦通达的

沿村公路、葱葱郁郁的猕猴桃园、熠熠生辉的光伏蓝板
板……7月19日，笔者在幕阜山南麓深处的通山县黄沙
铺镇孟垅村发现，欣欣向荣的喜人场景处处可见。

2015年之前，该村没有产业造血能力，省工商局扶
贫工作队进驻后，制定了“种植业、养殖业、光伏产业”发
展大计，一举拔穷根。

该局援助20万元，帮扶建设50亩猕猴桃种植示范
基地，打造“一村一品”，盛果期，预期每亩收入1.5万元，
入股13个贫困户每年分红2000元以上；指导帮扶成立
7家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建成了高山羊、黄牛、野兔等
养殖基地，带动100户以上贫困户脱贫致富；筹措资金
210万元，建设2座135千瓦特光伏扶贫电站，年发电量
27万余度。如今，光伏电站已经并网发电，48户贫困户
每年可分得5000余元，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5万元。

如今，该村形成了“山上种油茶楠竹、山腰光伏发电、
山下畜牧齐养”的产业格局，绿色脱贫产业遍地开花。

咸安区温泉办事处

推动“河长制”走向“河长治”
本报讯 通讯员李婷婷、孙紫琼报道：18日上午，咸

安区温泉办事处肖桥村11组塘尾钱六家养猪户的最后
一批小猪迁出禁养区，至此，淦河边禁养区内大小猪424
头迁运完毕。养猪场的垃圾被及时清理。这是温泉办
事处“保护母亲河”行动和推动“河长制”走向“河长治”
的一个缩影。

为美化整治淦河周边环境，近几年来，该处投入70
万元深入开展城区6处黑臭水体整治，修整裸露排水沟
渠5处；开展固体废物整治，清运处理农村生活垃圾800
余吨、建筑垃圾6000余吨；组织村（社区）对20亩沿河菜
地及乱搭乱建行为进行整治，拆除德福农庄河边违建设
施。持续开展巩固卫生城市创建行动，投入资金450万
元，平整菜地72处50余亩，整治乱搭乱建27处。

同时，该处建立两级河湖库长制体系，建立起巡查档
案、问题清单以及河长日志，并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上报和处理。以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为契机，建立污染
源档案台账，目前已排查整治了15个村（社区）共1013家
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6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嘉鱼县陆溪镇

厕所革命吹出文明乡风
本报讯 通讯员葛琦报道：7月23日，笔者在嘉鱼

县陆溪镇邱家湾村王嘉林家看到，厕所有了城里“味”。
只见厕所地面铺着地砖、墙面粉刷一新。新建厕所设备
包括蹲便器、水箱和三格式化粪池。

据介绍，陆溪镇通过农村“厕所革命”来提高农民的
生活质量，以此作为建设美丽乡村、文明村镇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切入点。

该镇以村为单位，分管领导牵头，宣传并整治不文
明的顽疾陋习，深入农户家中宣传“厕所革命”精神。坚
持谁调查谁负责、谁上报谁负责，确保不漏一户、不错一
人，并发挥“党员干部模范代表带头”作用，让村干部带
头改、党员带头改、模范先进带头改、群众代表带头改。

今年，全镇新建、改造1400多户。邱家湾村作为试点
村，新建215户，改造91户，共计306户，目前已完成60户。

只为那一面湖水
——赤壁市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纪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李大海 李传丽

陆水湖，赤壁的母亲河，是赤壁城区25万人口的唯一饮用水源，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赤壁人。但随着陆水河

上游工业发展，陆水湖自身旅游开发与网箱养殖，以及两岸村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水质一度出现了富营养化。

而今，赤壁市加大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企业和村民环保意识加强，湖面又呈现碧波荡漾之美景。

B两岸村庄建排污管网两万米

热点聚焦

嘉鱼县环保局

提升环保执法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刘涛报道：今年以来，嘉鱼县环保

局不断提高环保执法水平，在环保执法工作中提出“三
强化”来加强环境执法工作，切实改善辖区环境质量。

加强排查力度。借助开展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和水排污口调查，对县各工业园区、重点企业、重点湖泊
进行细致排查，摸清辖区内污染物排放底数，建立排污企
业详细档案，对重点排污企业加强监管。

加强监查力度。大力开展“清废行动2018”、“绿盾
行动”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坚决
消除环境污染隐患。加强对重金属等重点企业及重点
行业的环境执法监察力度。

加强廉政建设。严格执行“六项禁令”，建立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严格约束执法人员，切实增强执法人员严
于律己、勤政为民、廉洁从政的服务意识。

今年1至6月,该局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530余人
（次），检查企业95家，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8家环境违
法企业进行查处,处罚款107万元。受理群众举报、信访
投诉污染案件43件，结案率达100%，满意率100%。

“双护双促”
咸宁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