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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李伟锋

到2017年 ， 我省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年优良天数
至少要在292天以上

“长沙蓝”去年来频频刷爆微信
朋友圈。数据显示，2015年，长沙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258天， 优良率
为70.7%，优良天数比2014年增加了
31天。

然而，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长沙
与周边大多数省会城市相比，仍有很
大差距。以PM2.5浓度为例，去年长
沙比南昌、贵阳、广州、南宁等地分别
高出41.86%、56.4%、56.4%、48.8%。

放眼全省，长株潭和一些重点工
矿城市重污染天气时有发生，我省大
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4月28日， 全省大气污染防治专
项行动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召开，省政府决定从当天
起在全省连续开展为期2年的大气污
染防治专项行动。

省环保厅厅长刘尧臣介绍，通过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的实施，要达
到全省各市州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
数80%以上的目标。其中，省政府对
14个市州城市考核目标分三档：到
2017年，长沙、湘潭、株洲、岳阳、娄底
和邵阳6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到292天以上（优良率80%以
上），衡阳、常德、益阳和怀化4个城市
优良天数达到300天以上（优良率
82%以上），永州、张家界、郴州和吉
首4个城市优良天数达到310天以上
（优良率85%以上）。

严控机动车排气污染，
2017年底前基本淘汰所有
黄标车

在城市空气污染的本地来源中，
机动车尾气的“贡献率”很高。

此次专项行动，一方面将实施公
交优先战略，鼓励绿色出行；另一方
面，加强机动车环保监管，严厉打击
生产、销售、转入环保不达标车辆的
违法行为。今年底前，全省要淘汰黄
标车及老旧车13万辆；2017年底前，
基本淘汰剩余的黄标车。同时，今年
底前要完成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
油气回收治理。

省公安厅副厅级干部徐发科介
绍，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积极报请地
方政府划定黄标车限行区域、限制时
间行驶的措施规定；加强黄标车限行
区域检查执法。

开展在用车辆全面清理，落实车
辆强制报废制度。 严把机动车准入
关， 在省内新注册或转入的机动车，
必须达到国家第四阶段机动车污染

物排放标准。

狠抓扬尘污染防治 ，
将试点开征施工工地扬尘
排污费

建筑扬尘，也是城市空气的主要
污染源。据初步统计，截至4月20日，
全省房屋建筑市政工程在建项目
8086个。

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加强施工工
地扬尘污染控制，暂时不能开工的建
设用地， 要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
过3个月的，要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
盖。2017年底前， 试点开征施工工地
扬尘排污费。 加强道路扬尘污染控
制，减少道路二次扬尘，视情况增加
重污染天气道路冲洗保洁频次。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姚英
杰介绍，扬尘控制将作为房屋市政工
程新开工项目安全开工条件审查的
重要内容，项目封闭管理、场地硬化、
渣土管理、扬尘控制等方案和措施不
到位的，一律不得开工建设。

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建筑施工
现场封闭围挡、土方运输车辆先清洗
后出场、 现场施工定期洒水降尘、裸
露土方覆盖处理等措施，加强扬尘控
制；对扬尘控制不落实的，一律责令
停工整改。 住建部门还将开展常态
化、季度性建筑施工扬尘污染排查治

理，实行一、三季度重点督查，二、四
季度全面集中督查。 对违法违规违
章、野蛮施工造成扬尘污染的企业和
个人，一律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2017年底前，钢铁、水泥、有色等
行业企业物料堆场将完成规范化整
治。

工业污染、 燃煤污染、
城乡面源污染都是治理重点

燃煤造成的空气污染已成城市
“顽疾”。

在工业领域，专项行动方案要求
在2017年底前，长沙、株洲、湘潭具备
改造条件的现役燃煤发电机组和其
他市州6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均要
实现超低排放。

城市生产生活中，要在今年底前
完成65蒸吨以下、10蒸吨以上燃煤锅
炉达标整治。2017年底前， 基本淘汰
各市州城市建成区10蒸吨及以下燃
煤小锅炉（长株潭城市建成区淘汰20
蒸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 原煤入洗
率达到70%以上。

针对城乡面源污染，按期划定或
调整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加强烟
花爆竹燃放管理；制止违反规定的营
业性露天烧烤行为，禁止露天焚烧生
活垃圾、秸秆；加快实施森林禁伐减
伐三年行动。

� � � �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林荡 ）4月28日，我
省长江崩岸治理和应急度汛工作
会议在岳阳召开， 会议要求各级
各相关部门充分认识到今年的防
汛和长江崩岸险情的严峻形势，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全力
做好长江湖南段崩岸治理和应急
度汛工作。

3月份， 省防指组织开展了全
省备汛督查，发现我省今年新发生
的长江崩岸险情有10处4012米，严
重威胁长江干堤的安全。其中七弓
岭河段、天字一号、荆江门和洪水
港河段各1处，城螺河段、界牌河段
各3处。会议要求，长江崩岸险情所
属的岳阳市，要切实履行崩岸应急

抢护的主体责任，在今年主汛期前
抓紧完成崩岸险情的处置，确保度
汛安全。2016年开工建设的荆江河
势控制应急工程省配套项目、三峡
后续干流崩岸整治实施项目要进
一步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确保在6
月底前全面完成工程建设。省、市、
县3级有关部门要加大协调指导力
度，及时解决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确保工程建设按期顺利完成。

我省长江一线防洪干堤长142
公里，全部在岳阳市境内。会议指
出，长江湖南段堤岸安全事关全省
防洪保安，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岳阳市和相关县市区要突出
重点，强化措施，严格责任，全力确
保我省长江干堤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八大公山的珙桐开花了。”
4月28日， 记者收到湖南八大

公山管理处科研所谷志容所长发
来的“鸽子花”照片。

桑植县西北，澧水源头，八大
公山天平山， 海拔1503米的珙桐
湾，393岁的“珙桐王”又静静地开
花了。近期的雨水打湿了它满身的
青苔，但“鸽子花”依旧如约而来，
在青翠的山谷里摇曳着， 温润、高
贵的气质，似乎找不到一点迟暮的
忧伤。

“退无可退”的“遗老”
刚刚张开的珙桐花瓣还是浅

绿色的，它们会慢慢在雨水的冲洗
下变成白色， 如满树欲飞的白鸽，
使人联想起欢乐、和平、烂漫……
所以欧洲人把珙桐称为美丽的“中
国鸽子树”。

珙桐，“植物中的大熊猫”，新
生代第三纪留下的孑遗植物。在第
四纪冰川时期，大部分地区的珙桐
相继灭绝，只在我国华中地区地形
复杂的小范围山川得以幸存。濒
危，是珙桐的标签。

在湖南，珙桐集中分布在武陵
山区，以八大公山最多。谷志容说，
珙桐在八大公山成片分布有4块，
约有1万多株。

珙桐是八大公山怀抱的最大
的秘密，而“珙桐王”就是秘密中最
美的那一部分。珙桐湾里，冠名“珙
桐王”的这株古树，树高近30米，胸
径1.2米， 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古老
的珙桐。眼下，这株“珙桐王”已经
步入了它的老年时光。 早两年，八
大公山管理处还为它组织过一次

“抢救”，为它杀虫除病。
谷志容说，珙桐的生存环境湿

度太大， 满身青苔里寄生虫特别
多，影响它们的生长和寿命，1.2米
的胸径已经是生长极限了。越来越
多的野生珙桐正在老去、 死亡，而
林下幼苗却极少。“珙桐繁殖效率
低下， 更新速度赶不上老化的速
度，野生珙桐正在不断减少。”谷志
容说。

在八大公山上，野生珙桐们在
进行着一场缓慢的“迁徙”。因为
气候的改变， 它们正集体以一种
缓慢到难以察觉的速度从低海拔

往高海拔走。 以前低海拔地区一
样有珙桐生长开花， 如今全部退
到海拔1000米以上， 珙桐的生存
空间越来越狭窄，“它们已经退无
可退”。

人工培育进展缓慢
人们试着移栽、培育珙桐。
在长沙，唯一的珙桐被栽种在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内，只是很少有
人知道它的所在。

4月28日， 收到珙桐花开的信
息，记者前往省森林植物园，探望
那些移栽至此的珙桐兄弟。在珍稀
濒危植物区，珙桐与银杉、桫椤、南
方红豆杉、长果安息香等“遗老”们
被安置于此。

然而， 珙桐们长得并不好。在
所有树木都欣欣向荣的春天，它们
枝头的绿叶勉强表达着生机，完全
没有想要开花的迹象。

从上世纪80年代起，省森林植
物园颜立红研究员等就开始从八
大公山、壶瓶山等地陆续引种数百
棵珙桐， 如今成活的有20多株，然
而，从来没有开过花，长沙夏天的
高温让它们极不适应。

“它们只能生活在1000多米
的高海拔地区， 对自然环境要求
高，繁殖能力低，在我们南方园林
没有太多生长空间， 所以珙桐的
育种研究近几年进展不大。”颜立
红说。

不过， 在桑植县城， 珙桐的
人工培育还是让人看到了希望。
7年前，人们选择了4个点栽种了
200多株珙桐， 如今大部分珙桐
长势良好，此时节已经花满枝头。
但也有部分显出“水土不服”的样
子。

八大公山也正在建设全国最
大的珙桐园，20多年前移栽的700
多株珙桐已经高大苍翠， 去年栽
下的1200株珙桐树干也已有人的
手臂粗细。谷志容的下一步打算，
是到全国各地进行引种， 人工繁
育出最适合湖南当地园林种植的
珙桐。
【生物小名片】

珙桐，落叶乔木。是1000万年
前新生代第三纪留下的孑遗植物，
植物界的“活化石”。成熟的珙桐能
长到15米高， 最高可达30多米，树
形高贵美丽。

长江崩岸治理和应急度汛工作会议严令

主汛期前处置完10处崩岸险情

珙桐，“鸽子花”香千万年
月桂聊天·湖湘自然笔记

从昨天起，我省连续开展为期两年的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头上”污染“脚下”治起

� � � � 湖南日报 4月 28日讯 （记者
胡 信 松 徐 亚 平 通 讯 员 夏 杰
陈丹丹）今天上午，湖南路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利用无人飞行器牵引先
导索过江， 顺利完成大岳高速洞庭
湖大桥先导索架设任务， 实现两岸
空中“会师”，标志着大桥施工由下
部施工转入上部结构安装工序。

上午11时许， 一台八翼无人飞
行器从岳阳岸主塔门架起飞，飞行7
分多钟将直径2毫米的纤维绳先导
索牵引至洞庭湖对岸的君山侧塔
顶，完成两岸牵引绳对接，大桥实现
空中“会师”。作为大桥施工控制关
键节点，先导索牵引完成后，将利用
卷扬机以小绳牵引大绳的方式，经
过八次循环牵引， 完成主牵引绳架
设， 随后利用主牵引绳完成猫道承
重绳、门架承重绳及主缆索股牵引，
最终完成猫道施工和主缆架设，并
将两岸索塔连为一体， 形成空中通
道和作业平台。

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位于岳阳
市七里山，全长2390米，东起岳阳，
西接君山，跨越湘江河道，是一座主
跨1480米两跨不对称钢桁梁悬索
桥。大桥关键受力结构为主缆体系，
单根主缆长2600米，由175根索股组

成。受地势、气流、水域条件、航道要
求等影响， 千米级悬索桥先导索过
江施工， 一直是大桥上部构建施工
的技术瓶颈。 在国内大跨径悬索桥
施工中，通常采用拖轮牵引、热气球

牵引等先导索过江施工方法。 经多
方论证， 大桥建设公司最终采用无
人飞行器牵引先导索过江的方法，
同传统施工工艺相比， 它具有体积
小、重量轻、操控简便、安全高效、且

不受地形影响,无需封航等优点。
湖南路桥集团董事长方联民介

绍, 根据大桥建设的总体工期安排，
计划7月份完成猫道架设，力争在明
年底前竣工通车。

无人飞行器 牵索越洞庭
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先导索架设成功

� � � �图为大桥架设现场。 陈建勇 摄

� � �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周丽莹）4月29日是长沙地铁
2号线开通试运营两周年， 长沙地铁
向广大市民送上一份“生日礼物”：运
营服务时间延长30分钟至23时，行车
间隔也全面缩短至6分钟以内。

长沙地铁2号线自2014年4月29
日开通试运营以来， 共计发送乘客
1.61亿人次，运营里程467.82万公里，
运行图兑现率为100%， 正点率为

99.7%，实现了安全平稳运营。
在今天举行的长沙地铁第三季

“星服务”活动启动仪式上，长沙市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晓明
宣布：从4月29日起，地铁2号线将增

加2列车上线，将高峰行车间隔从5分
50秒缩短至5分13秒，平峰行车间隔
从6分10秒缩短为5分30秒， 长沙地
铁全面迈入“5时代”；“五一”小长假
期间，为应对市民出行高峰，将临时

增加运能，将高峰行车间隔进一步压
缩至4分45秒。同时，为方便市民夜间
出行，地铁全线运营服务时间延长30
分钟，即运营结束时间由22时30分延
长至23时， 运营开始时间仍为早上6
时30分。

“地铁运营时间延长是好事！”长
沙市民周午梅高兴地说，以后晚上去
梅溪湖文化广场欣赏完音乐会回家，
就不用担心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了。

长沙地铁开到23时
每趟车不超过6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