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洞庭人工放流现场。

县委书记、县级第一总河长田文静（右）到东洞庭巡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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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洞庭湖 1328 平方公里，约
占整个洞庭湖面积的 49％， 是推
进洞庭湖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的
主战场。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 ，坚
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
力守护好一江碧水。

该县全面落实东洞庭湖河长
制工作，组织常态化巡湖巡查。两
年来 ， 共组织各类巡湖巡查 56
次，发现交办问题 92 个。 按照发
现问题、现场交办 、定期调度 、限
时整改的原则， 全部整改落实到
位。把“保护第一、生态优先”贯穿
综合执法的全过程， 通过开展专
项整治，禁捕退捕、涵养修复水域
生态环境等行动， 促进了渔业水
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全面实施非法禁采
2017 年， 东洞庭湖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加大对全县水域的砂石
工程船实行集中停靠统一管控 ，
投入 256 万元，对 32 条链斗船全
部更换锚链和缆绳。 对三江口 10
艘僵尸船强制拖离， 在湘粮湖埋
设 15 个地牛 ，将新墙河 、鹿角等
其他水域的 38 艘僵尸船全部有
效分类处置到位。加强巡查办案。
2016 年全面禁采以来 ，每年组织
巡查执法活动百余次， 共破获非
法采砂案件 21 起，扣留各类船只
11 艘，移交办案 39 人 ，没收违法
所得 260 万元。 今年 3 月 26 日，
县地方海事处对在岳沅界岳阳县
一侧水域非法洗砂的湘岳工 009
号进行了行政处罚， 驱离岳阳县
水域， 确保了全县水域生态环境
健康发展。

强力推进禁捕退捕
岳阳县作为禁捕退捕试点

县，一直全力以赴推动该项工作。
2018 年投入 1.2 亿元全面拆除了
东洞庭湖 85 处 1007 公里矮围 ，
拆围还湖 26 万亩，渔业秩序有了
根本好转。近两年，共办理渔业案

件 225 起， 其中刑事拘留 31 起，
行政拘留 49 起。

全力落实禁捕退捕工作。 县
政府提高政治站位， 落实东洞庭
湖 10 年禁捕。 发放宣传单 15 万
份、 张贴通告 1.8 万张 ， 召开群
众、渔民座谈会 1260 个。 通过调
查摸底 、信息比对 、民主评议 、公
示等环节， 核定全县共有持证专
业渔民 651 户 2682 人，渔船 1404
艘 ； 兼业渔民 400 户 ， 渔船 474
艘。 签订协议 582 户， 拆除渔船
1282 艘，占专业渔民渔船拆除任
务的 91.3%。政府大力引导退捕渔
民转产转业， 为退捕渔民的就业
创业和养老保险及住房保等后续
生计正在加力落实。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县政府
颁布 《关于在全县重点水域实行
全面禁捕的通告》，全面启动了东
洞庭湖永久性禁捕。

全力推进防污治污
全面规范船舶污染物接收经

营秩序。 原扁山以南至鲶鱼口水
域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由清源公
司负责， 扁山以北至三江口水域
原有 4 家公司，恶性竞争、投诉不
断。 县东洞庭湖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牵头引导 4 家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整合成立源成公司，公司成
立以来运转良好： 共接收船舶油
污水 7352 艘（次）101.28 吨，接收
船舶垃圾 8254 艘（次）100.48 吨，
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占水为王、
画地为牢”的污染物接收乱象，得
到了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及省市
优化办领导的充分肯定。

全面摸清排污、排渍口底数。
通过沿东洞庭湖步行调查， 共排

查出全县境内直接入湖排污口
31 个，其中工业排污口 2 个、混合
排污口 1 个、生活污排污口 8 个、
排渍口 20 个。 关停丰利纸厂等 6
家造纸企业， 退出产能近 100 万
吨。 全面实施封洲禁牧及畜禽污
染物整治， 对全县血吸虫病疫区
3947 头牛、1501 只羊及环湖 1000
米范围内 290 户规模养殖场有序
退养，并不断加强巡查监管，防止
牛羊等牲畜进入湖洲。

加强推进生态修复
岳阳县把推进洞庭湖综合治

理作为生态修复的主战场。 原东
洞庭湖洲滩共有人工外来物种欧
美黑杨 2225.5 亩 ，2 年已全部完
成清理退出； 开展打击在湖洲非
法种养行动， 制止了沿湖村民非
法开垦湖洲种植油菜的行为 ；两
年来，实施人工放流 8 次，投放四
大家鱼 6000 万尾。

2018 年 6 月，该县对 12 名涉
嫌违禁捕捞人员，向检察院、法院
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
罚金全部用于购买 403 万尾鱼
苗，放流修复生态，开创了长江流
域首例公益诉讼修复生态的先
例。

江豚作为洞庭湖的旗舰物
种，近两年来，随着东洞庭湖的水
域生态生存环境明显改善， 江豚
数量也在明显上升，由 89 头上升
至 120 头 ，在扁山 、煤炭湾 、芦溪
湾等水域经常会看到江豚嬉戏的
画面。 “江豚数量的增加是东洞庭
湖水质改善、 有力整治非法捕捞
的结果。 ”东洞庭湖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姜宏毅如是说。

施华兵 彭立

自建房施工工人受伤
赔偿责任谁来担

本报讯（通讯员 陈希 徐炼）权某将私房建造工程承包
给他人施工，承包商雇请的工人在施工过程中不慎摔伤，责
任应由谁来承担？ 近日，临湘市法院审理了这起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判决房主、承包人、分包人、施工工人均
承担部分责任。

2019 年 7 月，权某将自家私房建造工程承包给戴某，戴
某又将房屋装模工程分包给李某，李某聘请孙某进行施工。
孙某在施工过程中从 3 楼跌落至 2 楼受伤， 被送往医院治
疗，后经司法鉴定为八级伤残。 今年 1 月，孙某将权某、戴
某、李某共同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孙某从事房屋建筑装模工作多年，在
工作中应尽安全注意义务，且受伤当日存在午餐饮酒情形，
对自身损失有一定过错，酌情认定其自负 20%的责任。 被告
李某作为孙某的直接雇主，在工作过程中未尽管理之责，故
存在较大过错，对孙某受伤付 40%责任。 权某应选择有资质
及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方进行施工，戴某作为个人，不
具备施工资质，也不具备安全施工条件，权某存在选择施工
方过错，酌情承担 20%的责任。 戴某作为承包方，将施工装
模工程分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 也不具备安全施工条件的
李某，其有选择分包方的过错，应承担 20%的责任。

假卖口罩真诈骗判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通讯员 竹本悒）日前，岳阳市君山法院审结一

起诈骗案。 4 名被告人王某、张甲、丁某、张乙犯诈骗罪，王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处罚金 2 万元 ；张甲 、丁某均被判处
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处罚金 1 万元； 张乙单处罚金 2000
元。

法院审理查明，今年 1 月底至 2 月初，4 人在闲鱼、百度
贴吧、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大量虚假的口罩售卖信息，骗
取被害人耿某、 谢某、 马某等信任， 骗取被害人财物共计
11.508 万元。 其中，王某参与实施诈骗 7 次，共计 10.208 万
元，张甲、丁某参与实施诈骗 7 次，共计 10.468 万元，张乙参
与实施诈骗 1 次，共计 6000 元。 王某、张甲、丁某、张乙三四
月间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法院审理认为，4 人在疫情防控期间，虚构事实，骗取他
人财物，其中王某、张甲、丁某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 ，张
乙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触犯刑法 ，构成诈
骗罪。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 4 人起到的不同作用，且 4 人均有
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并取得了谅
解，加之张乙犯罪时不满 18 周岁，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销售假冒伪劣口罩获刑 8个月
本报讯（通讯员 黄浣莲）近日，平江县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销售伪劣口罩案，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有
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6 万元，追缴其违法所得 3
万元。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贺某 （另案处理 ）联系
到河南人杨某购买口罩， 杨某即在河南长垣县购进了 12.6
万个假冒的“飘安”牌一次性使用口罩。 1 月 27 日，贺某开车
到长垣县 ，杨某将假冒 “飘安 ”口罩销售给贺某 ，共计收取
8.94 万元。 经湖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所检验，这批所谓的
“飘安”牌一次性使用口罩，不符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标
准要求。 另查明，因贺某反映口罩质量有问题，杨某在案发
前按照其要求退款 3.3 万元。 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贺某退缴
赃款 3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销售假冒的“飘安”牌口罩，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
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杨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犯罪事实，属坦白，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从轻处
罚。 杨某在疫情防控期间涉疫情犯罪，应从严处理。 综合本
案情节，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守护好一江碧水 创建生态文明湖
———岳阳县全面落实河长制守护东洞庭湖生态环境

■相关新闻

2018 年 4 月 25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调研长江经济带
发展战略时，来到岳阳考察。
实时监控察看了东洞庭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状
况， 勉励大家继续做好长江
保护和修复工作， 守护好一
江碧水。

今 年 9 月 16 日 至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
察时强调， 要做好洞庭湖生
态保护修复， 统筹推进长江
干支流沿线治污治岸治渔 ，
做好渔民转产安置和民生保
障工作。 要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制 ， 坚决打好蓝天 、碧
水、净土保卫战。 要统筹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推
动生态系统 功能 整 体 性提
升。

■新闻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