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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荆襄河生态湿地公园
内河景观建设加紧进行。荆襄
内河连通荆沙河和荆襄河水系，
是城市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
次景观建设围绕荆襄内河两岸
种植了大量樱花树、梨树、桃树
等，修建仿古亭台，在水边分布
大块鹅卵石，曾经的“龙须沟”变
身美丽的湿地游园，为我市水乡
园林城市建设增添新亮点。

（李其蔚 摄）

水乡园林城市
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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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市长杨智主持召
开荆州市第五届人民政府第9次常
务会议，通报全市第一季度经济形
势，分析存在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
经济工作。

会议认为，我市一季度经济运
行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忧”的
特征。一方面，主要指标平稳增长，
部分指标企稳回升，部分行业、大企
业发展势头较好，工业经济逐步回
暖，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建设来势较
好。另一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和
问题，工业企业效益不高，招商引资
大项目较少、落地慢，发展环境有待
改善。对照全年目标，差距较大，需
要全市上下进一步凝心聚力，补齐
短板，加快赶超。

会议指出，营造大开放环境是
抢抓发展机遇、厚植发展优势的关
键举措。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
开放思维，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打
造优质开放平台，充分利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深化经
济领域各项改革。要围绕经济发展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分析原因，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不断提高解
决问题的针对性和精准性。要针对
具体项目、具体企业分析问题、提出
对策，将应对措施具体化，促使问题
一个一个得到解决。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凝神
聚力，扑下身子干实事，围绕“勇当
多极发展排头兵，实现荆州十年大
振兴”，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要坚持大招商、招大商不动摇，以招
大商带动大产业建设。各地各部门
要对照目标任务，突出“一区多园”

“一园一产业，一产业一规划”，围绕
企业以商招商，围绕产业规划精准
招商，同时，做好招商项目的协调服
务工作，积极主动对接，及时跟踪落
实。要抢抓政策机遇，坚定不移抓好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
发展，进一步加大棚改项目进度力度，积极谋划推动PPP项
目落地。对重点在建项目、技改企业实行精准服务，做到

“周督办、月调度”。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有
效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着力培育龙头企业，挖掘内部潜力，鼓励现有企业
做大做强。要认真组织好二季度的项目集中签约、集中开
工、集中挂牌，形成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的强大气场。要进
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优化发展环境，增强服务意识，为荆州
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一定要进一步强化紧迫感、责任感，以
对荆州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发展，奋发有为，勇于担当，咬定全年
各项工作目标不动摇，围绕“大开放、大保护、大交通、大城市、大
产业”五大发展路径，撸起袖子加油干，确保实现“双过半”。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
……”一曲《洪湖水》，唱不尽荆楚儿女对洪
湖的深情。

洪湖，地处长江中游江汉湖群，水面约
53万亩，具有调洪蓄水、物种保护、水源供
给等多种功能，是长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天
然蓄水库、荆楚大地重要的生态屏障。

就在2016年11月前，洪湖还是竹篙成
排，围网密布。

2016年9月1日，经过一系列前期准备，
荆州市政府在洪湖市召开动员大会，启动新
一轮“大拆围”。截至目前，拆围已基本完成。

碧水蓝天、野鸭觅食，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美妙画卷，正在洪湖湿地徐徐展开。

从大湖拆围到渔民安置，从粗放养殖到
生态渔业——阳春三月，记者踏访洪湖，感
受洪湖湿地生态保护的变迁，见证荆州长江
大保护的新作为。

饱经沧桑
在破坏性发展中沉重喘息

初春的洪湖，在幽静与闲适中休养生
息。湖面上，碧波荡漾，湖鸟纷飞。

这是一幅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
然而，美丽的洪湖也曾付出代价。“上世

纪80年代，全省大力发展水产养殖，湖泊围
网养殖应运而生，并作为先进经验大规模推
广。一时间，一场无序的‘圈湖大战’掀起，
大量渔民和商人涌进洪湖，插旗为标，插竿
围网，洪湖变身为无数个小鱼池。”洪湖湿地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调研员曾晓东说。

到2004年，53万亩的洪湖水面上，围网
养殖面积近40万亩。由于过度养殖和开发，
水体严重污染，洪湖水质最差时达到劣Ⅴ类。

同时，伴随着人口增加，生产规模扩大，
上游大量污染源及沿湖污水直泄洪湖，各种
污水与日俱增，洪湖自净能力大幅度减弱。

和全国多数地方一样，由于受观念局
限，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洪
湖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生态与环境问题。

“小时候洪湖水特别清澈，不仅能喝，掉
根针到湖底，都能看清。”今年59岁的渔民

张开龙6岁便随父辈从江苏来到洪湖，对那
时的洪湖有着很深的记忆。

洪湖市水产局相关负责人回忆，上世纪
末，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而水产品价
格相对稳定，湖区农民纷纷弃农从渔。当
时，洪湖周边每亩精养鱼池养蟹纯利在
2000元以上，是水稻等大宗粮食作物效益
的10倍。不少渔民靠养鱼养蟹养鳝赚了
钱，盖起了楼房。

同时，大湖养殖成本不仅低于鱼塘，而
且肉质鲜美，口感上乘，颇受市场欢迎，大湖
围网随之成为香饽饽。

诚然，洪湖通过加速开发自然环境实现
了经济发展，但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过度消耗
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方式，反过来威胁到
洪湖的生存和发展。

“当时竹竿连着竹竿，围网连着围网，不
熟悉湖区航道，进去了别想出来。”监利县棋
盘乡大湖渔场，62岁的渔民周科才坐在自家
船上向记者介绍，那时洪湖70%的水域被竹
竿渔网所吞噬，水质急剧下降，水禽和天然鱼

类剧减，水生植物繁殖大受影响。
张开龙告诉记者，自从洪湖开始围网养

殖后，湖水一年比一年浑浊。
一些渔民甚至忧心忡忡地说，“再这样

下去，草被吃光了，鱼被捞尽了，水面被圈完
了，洪湖被破坏掉了，我们以后怎么办。”

观念驱动
在生态保护中迈出关键步伐
随着洪湖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荆州市

委市政府和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作出了
洪湖拆围的决定。

2005年，洪湖开始第一次大规模拆围
行动，共拆围37.7万亩。

作为缓冲，政府对围网养殖进行了限制
性措施。对于以湖为家、岸上无房无业无收
入来源的渔民，给予每户20亩水面开展生态
养殖，总共划拨了近5万亩水面。

洪湖赢得喘息之机，也因此荣获2006
年世界生命湖泊大会“最佳保护实践奖”。

（下转2版）

碧水清波映和谐
——从拆围看洪湖湿地生态保护变迁

□ 记者 代志武 黄道培 邓凤奎 张珂 郭江峰 徐祉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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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召开
五届二次常委会议

本报讯（记者郭仕新 通讯员徐慧）昨日上午，市政协召
开五届二次常委会议，学习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修订
完善市政协各项制度，安排部署全年工作。

市政协主席王守卫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贾石
松作了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的报告。市政协副主席罗清洋、林红、毛精华、张明
军、胡荆琳、文艺、万江平、许晓宏，秘书长张少华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市政协2017年工作要点和协商计划、重要
活动安排、重点提案和重要提案遴选情况，审议通过了政协
荆州市委员会工作制度若干修正案的草案。

王守卫重点就加强政协履职能力建设、推动全年工作
目标和任务完成提出要求。他指出，政协党组要当好“龙
头”，强化政治引领，提高政治站位，更加自觉地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落实好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政协委员要唱
好“主角”，勤勉履职尽责，带头在本职工作中建功立业，切
实发挥好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
作用、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

王守卫要求，政协各专委会要念好“专字经”，以“专”求
深，以“专”求新，以“专”求真，以“专”求实，切实干出特色；
政协机关要立好“标杆”，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走在前列争创一流，大力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推
进政协信息化建设；各级政协组织要织好“网络”，加强政协
各级组织之间团结协作，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网
络，实现资源的协调配合、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

喜迎党的十九大 勇当多极发展排头兵

本报讯（记者沈微）9日，市长杨智利用
一天时间，对我市河道采砂管理、非法码头
整治、退垸还湖、长江禁渔、白鳍豚保护和
防汛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办。他强调，各级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长江大保护和防汛工
作，任何一项工作只要坚决抓、主动抓、重
点抓、系统抓、反复抓，就一定能够落到实
处、抓出成效。

副市长向斌、邓应军，市政府秘书长陈
斌参加调研。

当日，杨智带领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先后来到引江济汉取水处荆州区

河道采砂管理前线指挥部、荆州区涉砂船舶
集中停靠点、石首市海事码头、监利县海事
码头，实地了解相关情况，并沿途查看中心
城区港区情况及沙市区、荆州开发区至公安
县、江陵县、石首市、监利县等地河道采砂管
理情况等。

“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杨智说，长江蕴含着丰富的砂石和岸线资源，
而我市境内的长江岸线又居全省市州之首，
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
高水平统筹规划，用系统的办法、市场的方式
加大对砂码头的整治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采

砂行为；以对自然生态、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
的态度，做好长江禁渔和江豚保护工作。

杨智还就退垸还湖工作作出要求，他
说，恢复四湖生态是一项打基础、管长远的
工作，我们要坚决响应习总书记“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号召，抢抓机遇、谋划项
目，涵养生态、保护自然，撸起袖子加油干。
要通过建立健全“河长”“湖长”“库长”制，压
实主体责任，还湖于子孙、还湖于历史、还湖
于未来。

杨智指出，当前，我们正处于多重机遇
叠加的发展期，全市上下都要动起来，要通

过城市抓“五城同创”，农村抓“美丽乡村”，
全域抓招商引资，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和动力。他说，我们不仅要创“五城”，还要
通过全员参与，上下联动，创建中国书法城
市、中国诗词之市、中国楹联文化城市，提升
文化软实力、核心竞争力，为打造文化旅游
名城奠定基础。

据悉，从2016年谋划退垸还湖工作至
今，我市已恢复湖泊11个。此外，沙市区
马自湖、白水滩，纪南文旅区外六台，洪湖
六合垸渔场、洪狮大垸外垸等退垸还湖工
作已启动。

本报讯（记者安娇姣 特约记者夏峻 通
讯员罗立民 马金华）“迅速组织调查，依纪依
规追究责任；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成立村级
红白理事会、县乡两级‘乡厨协会’。”4月8
日，央视《焦点访谈》对公安县“人情风”整改
回访情况进行反馈。连日来，该县遏制“人情
风”行动深入推进。

查实情况 迅速问责
4月6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曝光公安

县埠河镇“人情风”盛行的问题。节目播出
后，公安县委、县政府连夜召开党政联席会
议，对报道反映出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查找
自身问题，研究措施，立行立改。

针对报道中反映的两起“人情宴”，当
晚，公安县委成立由县纪委牵头的调查组进
村入户，从“有没有党员干部参与，有没有超
范围操办，有没有村组干部上门劝阻，有没
有落实报告制度”等4个方面开展调查。

据调查，埠河镇阳光村村民文华为孙子
操办周岁宴，阳光村党支部书记汪明亮和副
书记王茂顺得知消息后，做工作要求其不得
操办。文华当时表态只是双方亲戚并没有接
客，但经调查组查阅人情薄，其收受亲友礼
金。当日，在文华家参加周岁宴后，部分村民
又一同前往邻县高某家参加乔迁宴。经确
认，两起宴请均没有埠河镇党员干部参加。

（下转8版）

正视《焦点访谈》曝光问题

公安县从严从实整改遏制“人情风”

选送单位：荆州市地税局纳税服务局
参评个人：纳税服务局中心办税服务厅徐栏月
参评简介：徐栏月扎根税务窗口22年，没休过一

次年假，没叫过一声苦，没有一起投诉，22年来，身边
的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唯有她始终坚守窗口，服务
每一位纳税人。

1995年毕业至今的22年，正是徐栏月最为美好的
青春年华，她却选择将之投在繁重、繁琐的税务窗口，
期间受过多少委屈，却从无怨言。她常说，“干一行，
爱一行，干着自己喜爱的工作，无论多累多苦都值。”

笑脸名片③

近年来，荆州下大力气整治“人情风”取
得了一定成绩，党员干部带头抵制“人情风”
的意识不断增强。但央视曝光的埠河镇“人
情风”盛行问题，暴露出“人情风”在全市农村
基层和普通群众中仍普遍存在，亟待在“长、
常”二字上下大气力，长抓常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铺张浪费、大操大
办等不良风气，在许多地方由来已久。要使移
风易俗蔚然成风，根本之法还在于涵养文明乡
风村风和淳朴乡规民约，并由政府引导、党员

干部带头做表率。只要包括村干部、镇干部在
内的党员干部带头树新风，红白理事会和乡规
民约切实发挥作用，大操大办之风便有望得到
遏制。

此外，还应通过传播正能量的社会舆论，
倡导健康理性的人情观，大力宣传新型人际
交流方式，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节俭之
风，营造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

让移风易俗蔚然成风
□ 本报评论员 叶俊

杨智在调研督办长江大保护和防汛工作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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