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心举动

数据
我省是绿色大省，稳定的

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孕育并
保存了丰富的物种资源。全省
有鸟类近500种，占全国鸟类
种数的三分之一， 其中国家
一级保护鸟类11种、 国家二
级保护鸟类53种。 洞庭湖是
国际重要湿地，也是国际鸟类
重要的越冬地。 每年冬季，有
340多种候鸟在洞庭湖云
集，白鹤、白鹳、灰鹤、小天鹅
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在此
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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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南飞来“歇脚”，观鸟地图请收好
首批越冬候鸟抵达洞庭湖区，长沙多地也有了候鸟身影 提醒：观鸟、拍鸟别惊扰，亦不要投食

这是一场生命的旅程。 从寒冷的西伯利亚
到温暖的南方， 它们沿着祖辈的轨迹， 划破长
空，翩然而至，让单调的冬天富显生趣。

候鸟南飞———北方的天气日渐寒冷，南方
成为候鸟争相前往的栖息地。不觉间，今年秋
季，候鸟迁徙就开始了。随着湖南生态环境的
改善，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这里“歇脚”。近
段时间，在雪峰山脉、罗霄山脉的山谷隘口以
及广袤的洞庭湖区，万鸟翔集，场面极为壮观。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陈凯军 杨存存

洞庭湖湿地是我国重要
的鸟类保护区， 每年秋冬季
节， 大量的候鸟都会来此停
歇。近日，数千只大雁、野鸬鹚
等越冬候鸟已经抵达了南洞
庭湖湿地。

11月的南洞庭湖， 天高
水阔。 金黄的芦苇摇曳在碧
波之中，显得宁静安详。益阳
境内， 蒸钵湖水域却是另一
番景象， 一片翠绿的杨树林
中，数千“外来客”栖息于此，
在温暖的阳光下， 它们时而
奋起高飞，时而择枝而立，好
不惬意。

“经初步监测，目前已经
栖息了五千多只野鸬鹚。”沅
江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李
剑志介绍， 野鸬鹚一般是迁
徙候鸟的“先头部队”，在“歇
脚”后，它们中的一部分将会
继续南下， 剩下的将留在洞
庭湖区越冬。 除了大种群的
野鸬鹚， 南洞庭湖上也陆续
迎来了大雁、野鸭、白琵鹭等
候鸟。

东洞庭湖保护区这些日
子也变得热闹起来，洲滩上，
一些小天鹅在悠闲觅食，一
群群灰鹤从草丛里展翅飞
出，鸣叫声此起彼伏。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总工
程师宋玉成介绍， 现在候鸟
集中在采桑湖和大小西湖，
主要有小天鹅、豆雁、小白额

雁、白额雁、灰鹤、白琵鹭、反嘴
鹬、 白鹭等种类，“数量还不算
多， 下周做完调查才知道具体
情况。到最冷时，候鸟数量会达
到高峰。”

李剑志告诉记者， 今年洞
庭湖水位相对偏高， 目前还未
到候鸟栖息的最理想状态，第
一批抵达的候鸟主要栖息在水
位相对较低的采桑湖以及周边
的稻田里。 当地相关部门正在
密切监测退水情况，“等水退到
一定位置后， 将启动山水林田
湖草项目， 在蒸钵湖附近修复
一块湿地， 给候鸟提供食物和
栖息之处。”

近年来， 随着退林还湖和
大量的矮围、网围被拆除，洞庭
湖湿地的生态得到快速恢复，
渔业资源更加丰富， 为越冬的
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源， 来此
过冬的候鸟数量开始逐年上
升，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宋玉成
介绍，2019年至2020年观察期，
保护区通过对越冬水鸟越冬初
期、隆冬期和迁徙前期3次环洞
庭湖流域同步调查， 记录到在
洞庭湖越冬栖息的水鸟， 最高
值记录为7目12科65种247068
只 ， 较 上年 度 同期 增加 了
2.68%。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个保
护区的工作人员都加强了巡护
力度，加大对越冬候鸟的保护，
确保候鸟顺利过境和栖息。

连日来，在壶瓶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蛇雕、凤头鹰等
猛禽成群结队，在空中盘旋飞
舞，壮观的场面令参与监测的
资深“鸟友”舒兆恩惊喜不已。

11月11日上午，保护区一
处山脊上，阳光照得舒兆恩睁
不开眼。上午10时许，天空中
一个小黑点出现在白云之
下，它展开双翼，随着气流缓
慢盘旋。

旁人还在寻找之时，眼尖
的舒兆恩已经通过望远镜将
它锁定———“是蛇雕”。快门声
中，它翱翔的姿态被舒兆恩用
相机记录了下来。

今年是壶瓶山国家自然
保护区第5次秋季猛禽迁徙监
测，从2016年5月起，历经五年
持续调查，可以确定壶瓶山为
我省重要的猛禽迁徙通道之
一。

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地处常德市石门县境内，保

护区总面积6.6万多公顷， 是我
省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
之一，其中鸟类种类记录超过全
省的70%。

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 ，
2016年5月的一次春季调查中，
监测人员在上午11点到下午3
点的时间段， 意外记录到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通
鵟、松雀鹰、雀鹰等猛禽一百余
只。随后几年的监测中发现，每
年迁徙季节这里均有大量猛禽
过境，并且在壶瓶山又发现了2
处稳定的猛禽迁徙观察点，在
今年秋季猛禽迁徙监测中，有
一天，在一个观测点短短4小时
内， 就有超过600只猛禽迁徙
过境。

猛禽是鹰形目和隼形目鸟
类的统称， 这些鸟类绝大多数
都是迁徙鸟类， 而且最少也是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由于自身体重较重， 猛禽迁徙
需要依靠上升气流。

“候鸟迁徙需要耗费大量体力，
克服重重困难， 才能最终抵达目的
地，可谓是一场艰辛的旅途，也是这
个星球上最为壮丽的自然景象之
一。”李剑志说，对于正在经历疫情的
我们而言，此时抬头仰望天空，找寻
候鸟的身影，既是与老友间的久别重
逢，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与感悟。

看完这些，想不想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观鸟旅行？别急，先看看这份地
图。

东洞庭湖

初次观鸟，可以从水鸟开始。因
为水鸟个大，栖息地开阔，比较容易
观察和辨识。 东洞庭湖就合适观水
鸟。东洞庭湖位于岳阳君山区，是生
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国际重要湿
地。 丁字堤和采桑湖是东洞庭湖主
要的冬候鸟栖息地， 以雁鸭类和鸻
鹬类著称，尤以小白额雁、螺纹鸭、
白琵鹭、反嘴鹬数量最多，沿大堤可
观察到灰鹤、白头鹤和白枕鹤。

西洞庭湖

位于常德汉寿县境内的西洞庭

湖，总面积3.5万多公顷，是我国淡水湿地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这里数
万亩的自然芦苇林，是候鸟的最爱地。每
年冬季有成千上万只候鸟在区内越冬，
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20多种，以黑
鹳、白鹤等珍稀濒危物种最为独特。

南洞庭湖

水浸皆湖、水落为洲。由于湘、资、
沅、澧和长江水汇流注入，位于益阳沅
江市附近的南洞庭湖，其湿地面貌随水
量不同而显著变化。南洞庭湖是一个大
自然迷宫， 又是一个生物遗传基因库。
2.4万公顷的湖洲芦苇， 是世界上最大
的苇荻群落， 也成为鸟类的最佳栖息
地，可以观察到白鹤、白头鹤、中华秋沙
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长沙

想观鸟，没时间跑太远，怎么办？其
实，长沙也有很多观鸟的好地方。比如，
松雅湖、洋湖、梅溪湖、千龙湖、大泽湖
以及浏阳的长兴湖，这时候都有了候鸟
的身影，天鹅、斑嘴鸭、白骨顶、黑水鸡、
牛背鹭、夜鹭、池鹭等等成群结队，绝对
会让人大饱眼福。

据了解， 多年来我省为保护
鸟类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明显
成效。

2010年在全国首先出台了
“关于禁止猎捕野生鸟类的通
告”；从2013年起将候鸟等野生动
物保护工作列入“湘林杯”林业建
设考核指标; 建立了林业部门牵
头，公安、工商、交通等部门分工
协作的候鸟保护工作机制； 构建
了湘赣两省及新化、新邵、隆回三
县边界候鸟保护联防体系； 在全
省建立了38个候鸟保护站， 实行
24小时巡护值守， 非法猎捕候鸟
情况得到有效遏制。

去年爱鸟周和秋季“护鸟飞”

活动期间， 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联
合省内公益组织、 企业单位组织了56
支“护鸟飞”队伍，参与人数达4000余
人次，累计巡护里程1.3万公里，拆除
鸟网、地笼网等520张，救助、放飞候鸟
230只，无害化处理鸟尸2400只，向林
业主管部门反映情况55起， 配合森林
公安查处案件19起， 开展主题摄影展
18场、 科普宣讲讲座65场， 编制印发
《候鸟保护警示录》7000本， 发放宣传
手册和折页4万余份。作为全省鸟类保
护的重要平台和生态文化建设的标志
性品牌，已经深入人心。

今年我省通过“云端野生动物大
讲堂”等形式，吸引更多人主动加入到
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列中来。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公司 2020 年 11 月 12 日股东
会议决议，长沙龙飞众源劳务
服务有限公司拟派生分立为“长
沙龙飞众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和“湖南新弘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筹）”。 分立前公司的债
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
任或由长沙龙飞众源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与债权人另行签订债
务清偿协议。 根据公司法和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
接到通知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对自己是否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作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
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视
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长沙龙飞众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知，电话 15116138031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曙光南路
98 号北 201。

2020 年 11月 12 日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151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蒋小虎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近湖二路 1 号
湖墅嘉园 1-3 栋 604 号的房屋、
转移登记至李佳名下；将产权
证号为：716032558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516019954 号 的 他 项 权 证 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股东会议通知
股东阙兴萍，向雪琴，安徽省保
室洁环境治理科技有限公司:本
公司决定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
14:00 在公司会议室（大庸桥名
流园）召开股东会，会议议题：公
司决议注销，确认清算组，出具
清算报告。 如本人无法出席，可
书面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否则视
为自动弃权。
张家界嘉御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3 执恢 499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张凯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披塘
村湖南钢材大市场门店 1-19 栋
102 号房产、相对应的编号为长
国用（2005）第 024021 号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衡阳中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梁承彦，电话 17708462168

注销公告
岳阳迅捷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涂萍，电话：13975032637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4980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罗东栓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万家丽北路
二段 18 号财富名园 2栋 710 号
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
（2013）第 003970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834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谢武艺、朱伊
芸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万家
丽中路三段 36 号喜盈门商业广
场 4、5、7 栋 2921 号房屋、产
权证号为 714226719 号、7142
26720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编
号为长国用（2015）第 092284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他项
权证 20190142546 号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彭钰珑（父亲:彭卫和、母亲:
刘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823273,声明作废。

◆彭钰玲（父亲:彭卫和、母亲:
刘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823274,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4859 号
之九 、之八 、之六 、之五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
执行人湖南共源置业有限公司
名下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湘银
巷 21-1 号高城金源公寓 203 号
房屋、204 号房屋、205 号房屋
206 号房屋等共 4 套房屋，其相
对应的不动产权证号分别依次
为：20200021454号、202000
21455号、20200021456号、
20200021457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11002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伍晓春名下的坐
落于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
段 168-1 号摩天大厦 944 号房
屋、产权证号为：712097642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与编号为长国用
（2013）第 039562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夏政财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201866,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3 执恢 546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陈照顺名下所有
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中意二路
218 号中信凯旋城 14 栋 302 号
房屋、转移登记至买受人罗芳名
下，将产权证号为 20170176852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2611
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郑靖名下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人民路 29 号颐美园
5 栋 203、204 房和其相对应的
不动产权证号为：00511963 号、
00511964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和 203、204 房屋对应编号为：
20170008156 号他项权证和长
国用（2003）第 017461 号、长国
用（2003）第 017462 国土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株洲市品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湖南索捷特科技有限公司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20 年 11 月 12 日湖南索捷
特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600 万
元减至 200 万元 ,现予以公告 ,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
系人:任继茂,电话 13786087072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3650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张福军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隆平路 777
号爵世名邸 129 栋 102 号的房
屋、转移登记至吴华芳名下；将
产权证号为：716196991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516062847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去这些地方，来一场老友间的久别重逢

李剑志提醒，候鸟迁徙，还请市
民文明观鸟、摄影爱好者文明拍鸟。

候鸟都是国家保护动物，容易受
到惊吓， 游客在观鸟时要保持安静，
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把这些精灵吓
走;游客也不要为候鸟投食，候鸟是生
物链的重要一环，人类的食物也会打
破这种平衡，破坏生态平衡。

此外，候鸟一般都远离岸边，游客
们用望远镜观赏，摄影爱好者远处拍摄
总不过瘾，如今随着社会发展，高科技
的拍摄设备被不少摄影爱好者所青睐，
无人摄影机为近距离拍摄鸟类提供可
能。 一旦无人机靠近了远离岸边的鸟
儿，受到惊吓的候鸟就会一去不复返。

候鸟迁徙
请文明观鸟、拍鸟

24小时巡护值守为候鸟保驾护航

进入秋天， 成群结队的
候鸟从西伯利亚、 内蒙古草
原、华北平原等地起飞，飞往
中国南部地区越冬。 在山脉
的指引下， 候鸟们会在湘赣
两省分界的罗霄山脉短暂停
留。一旦低温袭来，伴随着强
劲的气流， 鸟群便飞跃罗霄
山脉南去。年复一年，这些天
空中自由的精灵， 在群山间
演绎着迁徙的史诗，留下“千
年鸟道”的美名。

这里海拔2120米的南风
面， 为候鸟迁徙提供了重要
的地貌标志， 连绵的群山形

成了一个东西贯通的凹形通
道，出口是宽10公里的隘口。
每年秋分前后，通道内会出现
一股从西北吹向东南的强大
气流，沿着山势抬升，集结的
候鸟休憩后藉此飞跃隘口，再
次踏上远征之旅。

每年有一两个月时间，候
鸟经此迁徙。过境的候鸟多达
200多种、数百万只。在久晴
变天的晚上或雨雾转晴的夜
晚，都可以看到成群的候鸟铺
天盖地。 如果你是观鸟爱好
者， 这里将是你的旅行目的
地。

千年鸟道奇观：百万候鸟过山坳

蓝山县熄灭城市射灯为候鸟让道

洞庭湖保护区迎来首批越冬候鸟

4小时超600只猛禽迁徙过境壶瓶山

观鸟提醒 鸟类保护

小知识

观鸟地图

11月11日在西洞庭湖拍摄的候鸟（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图

小天鹅和鸿雁。 湖南省林业局 供图

大白鹭和白鹭，还有一只池鹭。 湖南省林业局 供图
9月28日晚，永州市蓝山

县三蓝广场上空出现成群白
鹭长时间低飞盘旋， 鸟儿们
不时落入绿化树木上， 不一
会又被城市的喧嚣和行人惊
扰飞起。近段时间秋雨连绵，
蓝山县境内云雾笼罩， 能见

度低， 夜间飞行候鸟极易被
黑夜里的灯柱和灯光吸引，
白鹭低飞正是被光束吸引迷
失了方向， 一旦长时间绕着
光柱低飞盘旋会耗尽鸟儿们
飞行所需能量。

在发现这一情况后，县
城管局立即熄灭了广场所有
灯光和部分街道路灯， 同时
倡导高层建筑和酒店、 商家
主动熄灭霓虹灯、外墙灯，让
鸟儿们继续赶路。据悉，自进
入候鸟迁徙季以来， 陆续有
大批候鸟经蓝山县千年鸟道
飞往“两广”方向越冬。这个
举动， 也令蓝山县这个小县
城一下火了。

有网友很感慨：“人类侵
占了太多其他生物生存的空
间， 希望大家都能和平相处，
给野生动物自由的世界，因为
地球是所有生物栖息地。”

一只苍鹭准备起飞。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