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州观察11 2020年10月14日 星期三

陈鸿飞 章焱平 周 健

一江秋色湘江美。
10 月 11 日上午，笔者从衡东县

大浦镇轮渡码头出发，乘船沿着湘江
大浦镇至霞流镇河段，察看重点水域
禁捕退捕工作开展情况。江面上，河
水静悄悄地流淌，闪动着粼粼的水
光，三五成群的小鱼儿在清澈的水中
怡然自得地游着，煞是可爱。

一直以来，湘江是罗荣桓元帅故

里衡东的母亲河、生命河。千百年来
哺育了一代代衡东儿女，也滋养庇佑
着无数生灵，是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生
态宝藏。

然而，随着人们无节制的索取和
开发，湘江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无豚
之江、无鱼之江”早已不是危言耸听。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千钧，
为新时代长江经济带发展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定调领航，更为其他地区的
经济发展转型之路指明前进方向。

让“禁渔令”落地有声。“衡东要
把修复湘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的
战略位置，全力推进湘江、洣水和永
乐江‘三江’衡东段水域禁捕退捕。”
衡东县委书记陈礼洋说，坚决打赢这
场生态保卫战。

十年禁渔
让母亲河休养生息

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
为丰富的河流之一，滔滔江水哺育着
424种鱼类，光特有鱼类就有183种。

然而，近年来受酷渔滥捕、环境
污染、江湖阻隔、拦江筑坝和地质灾
害等因素影响，长江流域的鱼类资源
明显衰退，水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最终形成“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

越糟，渔民越捕越穷”的恶性循环。
作为长江重要支流，湘江是长江

珍稀特有鱼类和水生生物的重要栖
息地或产卵场。省水产科研所提供
的资料显示，这几十年来，湘江青、
草、鲢、鳙四大家鱼产卵场受到严重
破坏，四大家鱼早期资源下降 90%以
上。

实施禁捕，让长江休养生息，迫
在眉睫。去年，农业农村部等三部委
联合发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
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规定，
从2020年开始，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
将进入十年禁捕期。

竭泽而渔则无鱼可渔。“湘江休
渔保护了鱼，也保护了水，保护了生
态。”衡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志毅
说，十年禁捕，是为了将来“年年有
鱼”。该县将坚守“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的战略要求，确保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禁捕退捕政策落到实处。

禁渔十年“零容忍”。衡东县第
一时间制定了“禁捕退捕”方案，并公
布“时间表”：

——衡东湘江大源渡航电枢纽
以上到大浦狮塘尹家河段水域为水
生生物保护区，自今年 1 月 1 日零时
起永久性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
性捕捞。

——湘江大源渡航电枢纽以下
到三樟镇澎陂港衡东段水域(包括洋
塘河坝到洣河湘江交汇处的洣水水
域)自今年1月1日零时起，暂定十年，
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

——洋塘河坝以上洣水衡东段
水域、永乐江衡东段水域将从明年 1
月1日零时起，暂定十年，禁止渔业资
源生产性捕捞。

如此大规模、大跨度的禁渔，在
衡东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意味着衡
东进入全面生态修复期，水天一色的
画面还将是常态，但“渔舟唱晚”的场

景在未来10年内将不再出现。

退捕渔民
能上岸更能致富

一条渔船撑起一个家。
“小的时候，湘江水很清，鱼也

多。一网撒下去，捕个百把斤鱼虾没
问题。”家住新塘镇文峰社区的居民
谷建美，是该县原有的持证专业渔民
之一。小谷伫立在岸边，右手指着江
面说，那时候，湘江就是一个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现在，入网的鱼儿一天比一天少
不说，个头还一个比一个小……我家
几代为渔，没想到这养育我们的母亲
河越来越贫瘠！”小谷坦然地说：“湘江
养育了我们，现在是我们回报的时候
了。”但他又发起愁来：“除了打鱼没
别的生计，往后拿什么养家？”

为做好退捕渔民安置工作，衡东
县组织专人以调研、座谈等方式，摸
清渔民生产生活和家庭收入情况，广
泛征求他们的意愿和诉求。经过 20
多次修改完善，县里拿出一套退捕转
产转业工作方案，让退捕渔民“能上
岸”更“能致富”。

“我家在交船上岸签订退捕协议
后，利用退捕补贴承包了一个鱼塘，学
习一些养殖技术，一边养鱼，一边将垂
钓等休闲渔业发展起来，进一步把跟
鱼有关的事业做大。”谷建美说，尽管事
业刚起步，但他对市场前景充满信心。

目前，衡东县像谷建美这样的持
证渔民共有94户。去年下半年，县农
业农村局组织专班，对标省市持证专
业渔民的认定标准，通过严格审核，
先后进行4轮排查摸底、精准识别，经
过六轮公示无异议后，最终核定持证
专业渔民 68户，持证兼业渔民 24户，
非渔民 2户。持证渔业船舶 94艘，已
经全部上岸拆解回收完毕。

说干就干。7 月 26 日，吴集镇杨

梓坪村。随着挖掘机将 12 条渔船从
湘江支流洣水河里吊上岸来，标志着
该县境内湘江、洣水和永乐江“三江”
衡东段的 94 条持证渔船、1050 条涉
渔“三无”船舶全部“清零”上岸。

让渔民从因渔而居、靠水吃水，
变成因水而居、因水而业、因水而兴，
保障他们的“后渔民时代”生活不因
此下降，这是衡东全域十年禁渔后的
民生问题。

今年 3 月，衡东县所有退捕渔民
上缴给政府拆解的渔船网具一次性
补助、渔业船舶登记证回收补助、退
捕渔民规定时间内签订退捕协议奖
励资金以及渔民过渡期生活补助共
计250.857万元，已经全部发放到位。

同时，衡东县还编制出台了《退
捕渔民就业服务政策清单》，为他们

“量身定制”了就业创业服务补助、职
业培训、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公益
性岗位安置等十项“政策大礼包”。
县就业服务中心先后开展推荐岗位
560人次、提供培训信息 240人次、职
业指导 140 人次，开展淡水水生动物
养殖等技能培训150人次。

7 月 27 日，该县首场退捕渔民专
场招聘会在新塘镇湘水村举行，参会
的24家企业提供了普工、包装工等一
线就业岗位1200余个，吸引了100余
名退捕渔民及家属前来参与招聘，现
场达成就业意向39人。

衡东县人社局负责人介绍，渔民
上岸后，该县将通过鼓励自主创业、
务工就业、安排公益性岗位等方式解
决渔民就业问题。

严防死守
确保全域禁渔实施

十年“禁渔令”的实施，对执法工
作提出了不少挑战。

“十年全域禁渔，力度之大、范围
之广、时间之长，可以说是前所未

有。”衡东县副县长谭志兴告诉笔者，
首先是地域跨度大。湘江干流在衡
阳市境内共有 266 公里。其中，最长
的一段就是湘江衡东段，长达 84.2公
里。加之洣水和永乐江，“三江”衡东
段总流程长达170余公里。

据了解，其次是渔业生产环境复
杂。“三江”水域内水库、河坝众多。
尤其是洣水因梯级开发，被分成了 4
段相对封闭的水体，渔政执法无法实
现“一船到底”，只能分段执法。“尤其
是涉渔‘三无’船舶多、非法捕捞手段
不断翻新等问题。”谭志兴说，如不拿
出“硬招实招”，“禁渔令”将是“一纸
空文”。

“撒开五指”，不如“握成一拳”。
今年，衡东县成立渔业行政执法集中
整治领导小组，整合县公安、农业农
村、水利、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执法
力量，建立多部门、跨区域联动机制：

—— 强 化 非 法 捕 捞 的 源 头 治
理。今年以来，各职能部门共派出45
名精兵强将分成 4 组，配备 4 艘行政
执法船，对禁捕水域进行24小时不间
断巡查，重点打击“电毒炸”、“绝户
网”等非法作业。目前，该县已侦破
非法捕捞刑事案件 7 起，抓获嫌疑人
12 人，移诉 5 人。查处涉渔行政案件
14起，行政处罚14人。

——加强对消费市场的终端治
理。该县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内渔
餐饮单位、农贸市场、超市等进行拉
网式检查，督查经营者和单位不得购
买、加工、销售野生鱼、湘江鱼等水生
野生动物，禁止发布出售、购买、利用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广告等。在市
场终端加强对湘江水生野生动物的
保护。

——基层群防群治用足“绣花功
夫”。沿江各乡镇积极宣传禁捕退捕
政策，加大对违禁渔具、涉渔“三无”
船舶的摸排力度，完善摸排台账。并
进一步发挥河长职能，组织人员对河
道开展巡查，依法打击非法捕捞人
员。

“禁捕不是结束，而是衡东‘三
江’生态全面修复的开始。”徐志毅
说，十年禁捕以后，受利益驱使，非法
捕捞的行为可能会增多，执法力度必
须加大。“难度肯定有，但我们不会留
下执法死角，只要久久为功，肯定会
取得应有的成效。”

湘江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十年
禁渔，十年别离，十年守候，为长江

“留白”，更是为衡东后世“留荫”。人
们期待十年之后，衡东县域内的“三
江”水清鱼美，渔舟唱晚。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罗荣桓元帅故里、被誉为“湘江明珠”的衡东县，以坚决态度、有力举措、务实作风坚决打

赢“禁捕退捕”这场硬仗，推动长江大保护和生态修复走在全省前列。

元帅故里鱼米香
——衡东县全面落实“禁捕退捕”工作纪实

保靖黄金茶是古老是古老、、特异特异、、珍稀的地方茶树
品种，，其源生地为湖南省保靖县湖南省保靖县，，这里至今仍存
有400多年被人们称为为““可以拿来喝的可以拿来喝的文物”的
古茶树。保靖黄金茶翠绿有毫，汤色黄绿明亮，
香气高长，滋味鲜爽，品种优良、品质优异，品质
化学特征达到极品绿茶的真正“黄金配比”，具有

“四高四绝”的特质。“四高”即茶叶内氨基酸高、
茶多酚高、水浸出物高、叶绿素含量高；“四绝”就
是“香、绿、爽、醇”，即茶叶的香气浓郁、汤色翠
绿、入口鲜爽、回味甘醇。氨基酸的含量高达
7.47%，是同期一般绿茶的两倍，具有保健养颜、
促进新陈代谢、延年益寿的品质特点。

被誉为“山区农民致富的绿色金矿”的保
靖黄金茶，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省、州、

县领导多次实地考察、现场办公，制定发展纲
略。从2009年—2020年，县委、县政府累计整
合项目资金和引进社会资本4.4亿多元投入茶
叶产业建设，快速推进保靖黄金茶产业化发
展。经过多年努力，到 2020年底，全县茶园面
积达到12万余亩，已建成生态有机茶生产面积
3.95 万亩，茶园无性系良种推广率 100%。年
产名优茶 800 余吨，经济收入 8 亿元。全县茶
叶产销专业合作社 100余家，其中四家合作社
被列为国家示范合作社，省级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 6 家；茶叶产加销公司 30 余家；龙头企业 6
家，其中省级农业龙头企业2家，州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4家。有年产百吨以上自动化清洁
茶叶加工生产线 32 条。建成保靖黄金茶黑茶

扶贫精加工园区 1 个，茶叶个体茶叶加工户达
588 户。建成保靖黄金茶集中营销市场 1 个。
以保靖黄金茶名优绿茶和保靖黄金茶红茶为
主导产品，成功开辟了北京、上海、广东、河北、
辽宁、河南、山东、江西、内蒙古、粤港澳大湾区
等国内茶叶市场，备受爱茶人的青睐。开设保
靖黄金茶旗舰店、专卖店 50 余家，营销网点
400多个，开通茶叶电商业务8家。形成了“绿
茶创品牌，红茶占市场”的良好发展势态。保
靖黄金茶已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和
保护，先后获得全国名优绿茶评比金奖、中国
最具竞争潜力品牌“金芽奖”，获评全国重点产
茶县、湖南省四大茶叶地方公共品牌、湖南省
著名商标、中国名茶之乡等荣誉称号。

保靖黄金茶 一两黄金一两茶

““一县一品一县一品””公益宣传系列之保靖黄金茶公益宣传系列之保靖黄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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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农业银行永州分行创新实
施员工关怀培养，持续推进“以人为本抓发
展 服务社会争贡献”争先创优活动，取得
明显成效。至9月底，全行主体业务快速发
展，各项存款较年初净增28.7亿元，各项贷
款较年初净增27.5亿元。

该行从强化全行员工素质建设入手，
实施人才提升工程，安排机关年轻员工到
支行锻炼、支行员工到市分行机关跟班交
流，开展员工谈心谈话“一对一”互动关心
活动，实时选派员工到大专院校和经济发
达地区农行学习，常态化推进员工节假日
慰问、健康体检、困难员工帮扶、摄影与竞
走等各类活动，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向心
力、奋进力。 （雷振华）

农行永州分行：

关怀员工成长创佳绩

农行永州分行：

提升基层行班子能力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永州分行新一届

领导班子从抓实支行领导班子建设入手，
在严管理、优结构、提动力上下功夫，提升
了基层支行班子执行能力和服务社会大局
能力。

该行从加强年轻干部培养入手，培养
选拔了一批具有“三农”、普惠、金融科技、
新兴业务等融合发展思维的复合型年轻干
部充实到支行班子，同步完善干部交流轮
岗机制，有序开展上下级行之间、前后台之
间的岗位交流轮换，进一步优化完善支行
领导班子及成员考核，强化个人工作业绩
及贡献考核，坚持综合比选、动态调整、优
胜劣汰、有进有出原则，激发了基层支行领
导班子干事创业热情。 （雷振华）

澧县官垸镇回应群众关切，下大力处
置农户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承包面积不公平
纠纷，按照“先清理、后整改、再规范”的思
路开展工作，理顺了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
集体之间的各方利益关系。

该镇 1998年溃垸移民重建之后，由于
税费上交时的弃耕抛荒，税费改革后的纷纷
争抢，集体资产资源管理混乱，农户为资产
资源配置不合理长期纠纷不断。从去年开
始，镇党委政府组织精干力量进行资产资源
清理、规范，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
村为主体分阶段开展工作。到目前，全镇处
置村级土地资源12085亩，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 443多万元，达到了解决村民纠纷、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的预期目标。 （周银阶）

公开处置村级集体资产资源
澧县官垸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