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螽斯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爱林护林
科普宣教

6月19日，宜章
县莽山自然博物馆，
“蛇博士”陈远辉（左
五）在向游客介绍莽
山自然保护区情况。
当天，莽山林管局举
行爱林护林科普宣
教活动，推动莽山生
态可持续发展。

刘从武 李茁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奉永
成 王晗 ） 强降雨天气， 家中不慎浸
水，首先应该做什么？答案是拉掉电源
开关。6月16日， 在长沙市月湖公园举
行的湖南省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
动中，夏季如何安全用电、防溺水成了
市民最关心的问题。

夏季是用电高峰，雨水也多，一旦
家中浸水，怎么做才能确保安全？咨询
日活动一开始， 这一问题就被现场市
民和线上网民提了出来。 长沙市供电
公司的工作人员提醒大家， 如果家中
不慎浸水，首先要切断电源，把家中的
开关或熔丝拉掉， 以防止正在使用的

家用电器因浸水而发生事故。
每年夏天溺水死亡事故屡有发

生。 退休水警欧阳直宪根据自己的经
验，从“野游危险大、水下藏杀手、科学
理性施救”等5个方面用漫画绘制的防
溺水忠告图，成了活动现场的抢手货。
“带一张回去给孙子看看。” 家住月湖
兰庭小区的胡奶奶挤进人堆，“抢”了
一张“防溺水忠告图”，小心地折好，放
进包里。

活动现场， 除了专家接受现场和
线上咨询外，还开展了“领导面对面、
安全我宣誓、 应急保平安、 灯谜有奖
猜、应急演练”等多项活动。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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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通讯员 刘
世奇 姚丹 记者 柳德新）“十三五”期
间，我省水利扶贫加码。记者今天从省
水利厅获悉， 我省已建立贫困地区水
利扶贫项目储备机制， 加大对贫困地
区的投资倾斜力度， 农村安全饮水、
“五小”水利等民生项目优先聚焦贫困
地区、 贫困村及贫困户， 确保优先实
施。

建立水利扶贫精准工作机制。运
用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 加强水利
扶贫项目与贫困识别结果衔接， 确保
扶贫目标协调统一。 各级水利部门在
进一步摸清贫困地区水利发展现状，
深入分析贫困村和贫困户水利需求的
基础上，研究确定水利扶贫项目，集中
力量予以扶持。

建立贫困地区水利扶贫项目储
备机制。以贫困县为基本单元，按照
项目效益到贫困村、贫困户的原则，
建立水利扶贫项目库，并实行3年滚
动管理。省水利厅正在抓紧编制“十
三五”水利扶贫专项规划，将各类项

目受益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数
量作为规划的重要依据。

加大对贫困地区投资倾斜力度。
水利部门将把扶贫任务的轻重作为安
排水利投资的重要依据， 确保水利投
资向贫困地区倾斜， 确保符合条件的
水利扶贫项目优先列入年度投资计
划，实现项目落地、资金落地。今年，对
贫困县符合国家投资政策的水利项
目，在规划、立项上予以重点倾斜；探
索建立省级水利资金分档补助政策，
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

建立健全水利扶贫统计监测机
制。 省水利厅已建立水利扶贫统计季
报制度， 确保全面系统反映贫困地区
水利发展状况、 变化趋势和扶贫开发
工作成效，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据悉， 省水利厅正在建立水利扶
贫工作考核机制， 将市县水利扶贫工
作纳入全省水利建设竞赛年度考核内
容， 指导市县水利部门把工作重点放
在为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提供水利支撑
与保障上。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张恬）“6月16日22时14分，对
万家丽路110千伏捞水马黎线下浇筑
混凝土的泵车进行及时指挥， 避免线
路受外力破坏造成故障。”6月16日晚，
为保证电力线路安全运行， 国网长沙
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东南片区运维人
员张昊像往常一样在辖区巡视， 并在
工作笔记上记录线路运行情况。

据了解，至6月19日，长沙电网已
实现连续安全生产4664天， 创造了新
的纪录。

多年来， 长沙供电公司把安全生
产放在首位，不断创新管理方式，完善
和细化安全建设各项工作， 通过采取
电网设备改造升级、 安全生产制度建
设、 安全风险管控和生产现场标准化
作业等措施，把安全生产落到实处，构

建起长沙电网“大安全”格局。
今年来， 长沙供电公司围绕年

度安全生产目标， 严格落实各级安
全生产责任制， 强化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责任意识，以“零容忍 ”态度
强化安全管理。同时，健全大面积停
电风险管控机制， 建立供电可靠性
指标，加强公司、基层两级现场安全
稽查体系建设， 确保向用户提供安
全、可靠、优质的电力 。为保证电网
稳定运行，还定期帮助政府 、厂矿 、
医院、 国防等重点单位进行隐患排
查，筑牢安全防线。

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长沙供电
公司总经理周宗发表示，将秉承“安全
发展”理念，继续强化电网安全生产，
严抓严管、细致工作、消除隐患，为长
沙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曹娴 孙振华）
国内知名投资机构东方汇富集团入湘， 与湖南
本土投资管理机构顺科集团强强联手， 今天在
长沙共同启动汇富顺科股权投资基金。据介绍，
汇富顺科股权投资基金首期3亿元，将全部投入
湖南等地的中小企业。

该基金将主要投向新材料、移动互联网、先
进制造、生物医药、新型环保、文化旅游、医疗健
康等行业内龙头企业， 拟在中国境内新三板挂
牌或通过注册制IPO的高成长优质企业。顺科集

团董事长吴冠科表示， 该基金的运作不是单一
的投资，而是集募、投、管、退为一体，为企业打
造综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实现投资收益最大
化。

资料显示， 东方汇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由
被誉为“中国资本教父” 的阚治东于2005年创
立，现有34支基金管理团队、74支基金，从事天
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并购重组、定
增等多项业务， 管理运作投资资金近300亿元，
支持全国中小企业达到2000多家， 其成功投资

的华锐风电、顺风清洁能源、汇冠股份、乐视体
育，已成为股权投资的经典案例。顺科集团从实
体经济起步，拥有九喜日化等全国知名品牌；近
年踏足金融领域，已在湖南、湖北、江西、上海等
地快速成长，服务了2000余家企业。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孙振华

“市场总是牛熊交替，如果说现在是熊市，
那未来肯定就会有牛市。”6月19日，长沙，在汇
富顺科股权投资基金的启动仪式上，有“中国资
本教父”之称的阚治东肯定地说，民间资本要看
到，现在正是进行股权投资的大好时机，该出手
时就出手。股市处于低迷期，就意味着“抄底”的
投资成本低，为实现“低进高出”创造了条件。

阚治东是中国证券市场及中国创业投资行
业的开拓者，1990年出任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总
裁，创造了第一个A股发行、第一个B股发行、第
一个证券营业部、 第一个股票指数等中国证券
金融领域的诸多“第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从国际金融发展趋
势看， 私募股权投资已经成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中国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2015年回

顾与2016年展望》指出，2015年中国私募股权基金
交易金额已经达到1921亿美元，同比增长169%。

在阚治东看来，股权投资基金是应时、应势而
生。 我国经济发展目前还主要靠投资拉动。 一方
面，过去投资拉动倚重“国家队”，事实证明，政府投
资在发挥强大推手作用的同时， 也导致地方政府
负债过重；另一方面，中国人爱存钱，居民储蓄率
在50%以上，本外币存款不断增加，社会资本就是
一个巨大的“资金池”，民间投资并不缺资金。基于
此，国家政策十分支持民间投资发展。

当前，政府部门在不断规范资本市场，管理
手段愈加严格， 有人认为民间投资环境没有以
前好了。而阚治东认为恰恰相反，民间投资环境
在变好。政府管理严格，行业规范，大浪淘沙，民
间投资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作为一名叱咤资本市场多年的“猛人”，阚
治东执掌的“东方汇富”的前瞻性投资眼光与稳

健投资风格，被业界所称道。“市场不冷静时，投
资人要冷静。” 阚治东介绍， 去年6月，“东方汇
富”逆市场操作，“蛰伏”下来，在此期间没有投
资任何项目，而是趁机融资7亿多元；随后，在去
年9月至今年1月，大举出手，投资了15个项目。
目前，这些项目的市值均已翻了数倍。

“允许有失败的项目，不许有失败的基金”
———这是阚治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他认
为，股权投资要成功，一支专业的资金管理团队
至关重要。这支团队要能找到好项目，要具有在
市场火热时冷静、 行情低迷时抄底的反向操作
思维， 还要有迅疾的反应能力，“投资风格要稳
健，但反应要迅捷；看准了项目，马上下手。”

“只投对的，不投贵的”，这也是“东方汇富”
的投资宝典。当下，他们最看好的是互联网、泛
娱乐、人工智能、大健康、环保和文化产业，尤其
关注“新三板”成长性好的企业。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夏天是可以聆听的，鸟、蛙、虫以及风中的叶子，竟日
奏响着无止息的夏日交响曲。 而那些善于鸣叫的昆虫们，
构成了这部交响乐中重要的一个声部，虫鸣声里，有爱慕、
有预警、有欢娱、有威胁，还有许许多多个夏天的记忆。

6月17日晚，记者走进长沙近郊一座农庄，天边有大半
个白色的月亮，微凉的夜风将人融融包围。黄瓜花下坠着
带刺的小尾巴，辣椒结满一树树小灯笼，嫩生生的四季豆
挂在藤上，昆虫们就在草丛里高高低低地唱和着。这支夏
日乐曲来自哪些鸣虫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魏美才教授说，其实
很多昆虫都会发声， 但我们常见而且叫声好听的是蝉、蟋
蟀、螽斯三大鸣虫家族，它们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知了、蛐
蛐和蝈蝈。

蝉应该是夏天最知名的鸣虫了，俗称知了。进入6月，
天气快要炎热起来的时段，蝉从幼虫蜕变为成虫，爬上高
高的树梢，在气温达到30摄氏度左右时，开始发声。随着这
第一波蝉鸣响起，燥热的气息轰然而至。

蝉是昆虫纲半翅目的其中一科，在湖南的种类有50种
以上，最常见的是“红娘子”，学名黑翅红蝉，此蝉鸣声较
弱，不能高飞。我们熟知的那种持续不断的“知了”声是属
于蚱蝉的。此外，还有寒蝉、蟪蛄等。每种蝉的声音都会有
所不同。雄蝉靠腹部鼓膜振动而发声，其鸣声主要作用是
求偶。据研究，蝉类的鸣叫声可高达100分贝以上，堪比交
通噪音，因此蝉鸣也常令人感到烦躁。

相对来说， 螽斯的窸窸窣窣的鸣叫声要比蝉声动听，
闻之可令人心绪平和。螽斯用两叶前翅摩擦发出美妙的叫
声，这种鸣声作用于吸引异性、呼唤同伴、惊吓敌人，两翅
愈发达，声音愈大。湖南螽斯种类较多，其中以纺织娘最为
人所熟知。

蟋蟀的种类同样众多，与螽斯一样，利用翅膀摩擦发

声。蟋蟀好斗，从宋代开始，斗蟋蟀就成为一项民间娱乐活
动。大部分时候，蟋蟀的鸣声表达的是警告和威胁，发声的
也是雄性。当有别的同性进入其领域内，它便急促地鸣叫
以示警告，如警告失效，那通常意味着一场恶战即将上演。

魏美才教授说，蝉一般生活在山林，在树林里终日喧
响；而螽斯出没于田野，在白天更易见到；蟋蟀则分布更为
广泛，城市的小区都可以听见它们的鸣唱，一般晚上更适
合观察。

除此以外，其实蝼蛄、蝗虫等都是可以发声的，只是声
音没那么响亮或美妙。说起来，蜜蜂、蚊子、苍蝇也是可以
鼓翅而鸣、嗡嗡作响的呢。只不过，昆虫的鸣叫与鸟类或其
他脊椎动物不同， 不是由口腔通过声带振动产生声音，而
是通过身体某部分器官的振动或器官之间的摩擦发声。

《国风·豳风·七月》中说：“五月斯螽动股。”古人早已
洞悉，那些夏日音响，并非由口器发出，鸣虫们的身体里，
藏着一把美妙乐器。它们演奏的夏日天籁，每天都在上演，
等待着人们停下脚步、静静欣赏。

又到虫声入梦时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资本市场处于“熊市”，不少投资基金折戟沉沙，纷纷感叹生存不易；但中国资本市场
的“风云人物”、东方汇富集团董事长阚治东却颇为乐观，认为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新机遇，并鼓励———

民间投资该出手时就出手

国内投资巨头
“东方汇富”入湘

投向新材料、移动互联网、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型环保、文化旅游、医疗健康等产业

长沙电网构建“大安全”格局
连续安全生产4664天，创造新纪录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蝉、螽斯和蟋蟀
蝉是半翅目昆虫， 蟋蟀和螽斯则属于直翅

目。 蝉类是靠着生在腹部的鼓膜振动而发声；直
翅目的鸣虫几乎全是借助器官之间的摩擦而发
声，其中，蟋蟀类和螽斯类鸣虫是利用翅膀摩擦
发声。

【生物小名片】

脱贫攻坚奔小康

湖南水利扶贫加码
项目聚焦贫困地区、贫困村及贫困户

全省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显示

安全用电、防溺水市民最关心


