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胡富君 梁维）湘江长沙
综合枢纽蓄水通航3年来，通航效率日益
提高。 记者今日从长沙市地方海事局获
悉，截至2015年12月31日16时，长沙枢
纽船闸2015年共通航船舶逾7万艘次，集
装箱等各类货运量5431万吨， 创该枢纽
蓄水通航以来新高。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海事处处长李丽
君介绍，长沙枢纽船闸目前仍然处于边建
设边通航状态。海事人员24小时全天候通
航组织调度、海事行政执法和水上应急救
援处置，并为煤炭、钢铁、原油、外贸集装
箱等重点物资开行“绿色通道”，确保我省
外贸水运通道高效畅通。2015年，长沙枢
纽船闸进出5000吨级以上货轮171艘次，
创历年新高。

七万航船渡星城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 （记
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李叶 ） 清代书法
名家何绍基，其结合碑帖两派，融汇
楷、行、隶、篆四体，被誉为“有清二百
年以来第一人”。今天，由湖南省博物
馆等举办的“还原大师———何绍基书
法世界”展览在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
馆开幕，免费向公众开放。

何绍基是湖南道县人， 晚清著名学
者、书法家、诗人，其家族四代均是当时
名重一时的书家。 展览时间至2016年4
月3日。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谢柏平 蒋砺）记者今天从省
审计厅获悉，该厅近日全面启动科技经费
专项审计调查，涉及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等
9个省直部门和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省
林业科学院等10个科研院所， 计划抽查
330个项目。

此次审计将从创新发展、促进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深入分析成
因 ， 力图从整合统筹科技资金、资
产 、资源 ，优化配置科技资金、科研
项目、 科研机构和科研管理职责，促
进科技与经济融合、 科技与金融结
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等方面提
出审计建议 ，为省委 、省政府决策提
供参考信息。

目前，该厅7个审计组已分赴审计现
场， 预计将于2016年1月31日前完成现
场审计。

科技经费审计全面铺开

“何绍基书法世界”展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它飞起来的时候， 就像一幅国
画，通体黑白两色，头部有飘逸的黑色
冠羽，身体两侧有中国风的鳞状纹路，
再加上朱红色的尖嘴，仙风道骨，美而
不俗……”2015年岁末， 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胡睿祯
向记者这样描述他正在寻找的中华秋
沙鸭。

湖南是这种存世不足3000对的珍
禽最重要的越冬地之一。 它们被称作

“国鸭”、“鸟中大熊猫”，是中国特产稀
有鸟类，每年秋冬季节，从东北千里迢
迢赶来湖南过冬，次年3月又要飞回东
北老家繁育后代。2015-2016全国中
华秋沙鸭越冬同步调查，于2015年12
月19日在21个省市区启动。 有4个调
查队在湖南选点调查。

“有没有见过尖嘴巴的野鸭子？”
胡睿祯选择的调查点是长沙市捞刀河，
调查队逢人便问。 虽然生态环境不错，
捞刀河河面上却几乎没有游禽，每隔20
分钟，就有一艘采砂船“突突突”地从水
面经过。顺着捞刀河走了两天，胡睿祯
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 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的康祖杰一行， 在石门县
境内发现了60多只中华秋沙鸭， 与往
年相比，数量整体来说是稳定的。五强
溪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舒朝晖等人，
在2015年12月19日开始沿着沅江及其
支流寻找， 两天发现中华秋沙鸭20多
只。 中山大学鸟类生态与进化实验室
的黄秦老师， 带队前往湘江的支流耒
水、洣水沿线调查，一直走到第五天，
才在炎陵县城附近洣水的一段小支
流，发现5只中华秋沙鸭。这个调查点
此前并无中华秋沙鸭的记录， 黄秦的
发现也成为此次全国同步调查中湖南
最大的收获。

“生态环境很重要，”康祖杰说，中
华秋沙鸭是河流生态质量的指示物
种，它们并不远离人烟，栖息的水域多
为当地母亲河、饮用水水源地，通常选
择水质优良且鱼虾丰富的溪流、 河道
与水库。

舒朝晖在调查中发现， 普通民众基本
不知道这种“国鸭”，舒朝晖担心人们对这种
鸟的认识不足，可能导致被追赶甚至捕杀。

黄秦在寻找途中，也常见到挖砂船
的踪影。他认为，采砂和捕鱼对中华秋
沙鸭的影响很大。 采砂主要影响水质，
对河床的破坏也导致鱼类减少；捕鱼主
要影响了它们的觅食活动和休息。

黄秦曾几次回到中华秋沙鸭的发
现点， 从望远镜里细细观察那些美丽
的珍禽。它们像所有普通的鸭子一样，
从容出没在湘东这条不出名的小河
里，游弋、嬉戏，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美
丽和珍贵。冬日水面，平静清澈。

关外秋沙何处去
迢迢千里觅潇湘

■开篇的话
“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

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 。”新的
一年 ，《月桂聊天 》 将不限于天气气
候 ，而是更多地关注自然物候 ，关心
动物和植物 。 特推出 《湖湘自然笔
记 》系列 ，展示湖南的生物多样性 ，
传播三湘大地自然之美 。我们相信 ：
唯有了解 ，才会关心 ；唯有关心 ，才
会行动；唯有行动，才有希望。

2015-2016年全国中华秋沙鸭越冬
同步调查于2015年12月19日在21个省市
区启动。这是在石门仙阳湖拍摄到的中华
秋沙鸭。 康祖杰 摄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周帙恒 贺佳）记者今天从长株潭城际快速
干道建设情况汇报会上获悉，2015年年初，
省政府部署推进的9条长株潭城际快速干
道，均已按照时间节点实现全线贯通，基本
完成年内建成通车目标， 今后长株潭三市
市民往来将更加便捷。

这9条长株潭城际快速干道分别是坪
塘大道、芙蓉大道北延长线、洞株公路长沙
段、洞株公路株洲段、铜霞路、武广客专连
接线株洲段、九华大道、武广客专连接线湘
潭段和板霞路。

■相关链接

长株潭城际快速干道建
设有关情况：

●长沙市
坪塘大道：罗家嘴立交桥至长潭界，全

长15.83公里，分三期建设。一、二期共11.3
公里已建成通车。第三期项目共约4.5公里
于2013年12月开工，已于2015年12月20日
实现通车， 目前正在进行两厢场地平整及
绿化施工。

芙蓉大道北延长线： 长沙茶亭镇梅花
岭至开福区，分两期建设，一期茶亭镇至桥
驿镇长7.53公里， 二期桥驿镇至开福区长
10.44公里，项目已于2015年12月25日实现
通车(其中1、2标5公里半幅通车)。目前，1.2
标剩余半幅路面正在进行摊铺作业， 预计
2016年1月10日完工， 其余路段正在进行
两厢场地平整及辅道、绿化等施工。

洞株公路长沙段 ：雨花区洪塘村至
谭家山 ，全长 13.7公里 。项目已于 2015
年 12月 29日实现通车 ， 目前正在进行

附属设施施工 。
●株洲市
洞株公路株洲段(云龙大道)：东起茶马

路，西接长沙市洞株公路 ，全长1.75公里 ，
项目于已2015年12月20日全面完成路灯、
绿化、标志标线及标牌等配套附属设施，全
面实现竣工通车。

铜霞路(铜板路株洲段)：株洲石峰区铜
塘湾至株潭界霞湾 。项目一 、二期4.8公里
已建成通车，三期全长2.55公里，2015年12
月31日实现全幅通车目标。

武广客专连接线株洲段： 株洲西站至
湘潭株洲交接的杨梅塘， 全长4.426公里，
已实现左半幅全线通车目标。

●湘潭市
九华大道 ：长潭界至奔驰路 ，全长8.3

公里。2013年3月开工建设， 目前道路已全
线建成通车，2016年1月可完成绿化等附属
工程。

武广客专连接线湘潭段： 潭株界至湘
莲大道，全长7.6公里，2013年底开工建设。
目前除了两座桥梁因地质条件复杂导致暂
未完工 （两座桥梁处均可以从辅道通过），
其余道路已全部拉通。

板霞路： 潭株界至吉安路， 全长4.39公
里。2015年8月开工建设，目前，除湘江路段半
幅桥梁因水深工程合理工期较长，需至2016
年6月前完工，其余已实现主路面通车（桥梁
段半幅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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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王伟杰）2015年12月31日， 从常德财税收支关账会上传出
喜讯：截至12月28日，该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7.2亿
元，增长12.6%，预计全年可完成210亿元，增长14.1%，其中
市本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5亿元，增长21.9%。

在2015年财政经济运行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的情况
下， 该市财政及相关收入征管部门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加强协调配合，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全年收入增幅
自一季度冲高回落后，逐步企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基
本稳定在12%左右，财政收入实现了超预期。在财政支出方
面，实现了重点工作予以重点投入，重点产业予以优先投入
的目标。

同时，在财政管理上实现了新提升，特别是支出监管得
到不断强化。该市先后出台了加强投资变更管理措施，审减
资金达14.39亿元。全面推行电子化采购，在市州首先实施
了政府采购管理模式转型， 全市完成政府采购合同金额
43.61亿元， 节约资金4.69亿元。 严格落实厉行节约各项制
度，“三公”经费继续大幅回落，市直单位“三公”经费总额下
降30.6%。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张颐佳） 今天上
午，我省首家“机器人研究院”落户长沙，长沙市政府与长沙
机器人研究院有限公司在雨花经开区签约， 长沙市委副书
记、市长胡衡华见证签约。

“机器人研究院”按照“一院两址”的分工，在“两山一
湖”布局“麓山创新工场”，定位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的
人才培养和技术转化；在雨花经开区机器人产业园布局“雨
花应用中心”， 定位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应用与推广。
长沙机器人研究院立足长株潭产业基础，辐射中部6省经济
圈，以机器人和智能装备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为重点，通过
整合资源，引进孵化优良团队，培养技术人才，推广机器人
和智能装备技术的集成和应用，促进长沙乃至全省机器人、
智能制造和创新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

该研究院由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湖南大学科技
园有限公司、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有限公司、蓝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和长沙雨花经济开发区以多方合作的方式，共
同组建。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记者 周月桂）今天，我们在
雾霾与阳光中送走2015年。天气预报显示，元旦期间我省天气不
错，以分散性阵雨为主，气温都将呈现回升趋势，霾将有所减弱，
属于我们的蓝天终于要回来了。

关于雾霾的吐槽已经数不胜数，新年在即，华北、黄淮
等地雾霾一直徘徊不散。从2015年12月23日起，湖南也是

“四面霾伏”，截至今天，省气象台已经6次发布霾黄色预警。
近日号称“空气净化器”的冷空气频繁，但近期湖南的

空气质量为什么没有明显改善呢？气象专家解释，冷空气势
力不强、小风日数多，导致污染物水平扩散能力差；大气层
结构稳定，抑制污染物的垂直扩散；空气湿度大，污染物吸
湿性增长和化学反应更明显； 加之北风把北方的污染物吹
了过来。

未来一周前期天气较好， 后期雨日较多， 气温先升后
降。1月1日至3日以分散性阵雨为主，4日至5日仍有降雨天
气过程发生，6日至7日有一次较强冷空气影响过程，气温下
降明显，风力有所加大。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
展）2015年12月31日， 中石化巴陵石化发布了该公司一年
一度的科技进步奖颁奖情况， 本年度共有22项成果分享了
222万元的奖金。该公司此次重奖的科技进步成果，有11个
项目分别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 其余均具有新颖性和
实用性，共申请专利11件。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赵娟）2015年12月30日晚，长沙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完成了

“电通”任务。长沙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供电系统工程含35千
伏环网、变电所及杂散电流防护施工项目，工程范围为开福
区政府站至尚双塘车辆段。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周
震）最近，首届长沙地铁媒体广告大奖颁奖。活动由长沙
市轨道交通集团、湖南天闻地铁传媒联合主办。大奖以

“金鸮奖”命名，共设置7个奖项，分别为最佳视觉表现
奖、年度地铁广告奖等。以一只立体造型的红色大闸蟹
为亮点的“徐记海鲜”广告获得年度地铁广告大奖。

9条长株潭城际快速干道
全线贯通

常德财政收入
首破200亿元

气温回升 蓝天可期
元旦假期天气不错

“湖南智造”再添生力军
“机器人研究院”落户长沙

长沙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电通”

巴陵石化222万元重奖创新功臣

首届长沙地铁媒体广告大奖颁奖

新闻集装

■生物小名片
中华秋沙鸭是第三纪冰川期后残

存下来的物种， 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动物。

2014年冬， 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
动平台联合45家观鸟组织等机构 ，开
展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中华秋沙鸭主
要越冬地调查， 共记录到中华秋沙鸭
441只，其中湖南发现110只。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①

制图/王珏

省教育厅获
“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特别奖”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员 李旭
林）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获悉，在刚刚落幕的第四届全
国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推选颁奖暨创新成果展示活动上，
湖南省教育厅“强化省级统筹，推动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获
得第四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特别奖。

湖南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政策，突破了以往“政府投入、
先建后用”的理念，以强有力的省级统筹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让教育信息化搭上“动车”。湖南创新企业参与县域整体推进
建设机制，其中，华容县通过PPP模式建设信息化基础设施
的“华容模式”，已在全省30多个县市推广，收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